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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资讯

郑州华南城·盛世广场举行业主答谢宴

5月10日，郑州华南城·盛世广场业
主答谢宴举行。郑州华南城投开公司相
关负责人出席，近400名新老业主及媒体
友人共聚一堂，共启财富新华章。

答谢宴现场，郑州华南城投开公司
副总经理黄晓威致辞，他表示，2012年
郑州华南城落地新郑龙湖，成为河南省
重点工程、郑州市场外迁的主要承接
地、郑州市商贸物流业的“一号工程”，
也是产城融合、宜商宜业宜居建设的先
导之作。经过 7年的建设和沉淀，大城

繁华已现，迎来大盘价值全面兑现期。
如今，郑州华南城九盘联动，耀聚

郑南，致力打造“宜商宜居宜业”美丽新
城。盛世广场作为2018年动工建设的
九大项目之一，此次业主答谢宴，是对
嘉宾鼎力支持盛世广场的诚心致谢，也
预示着 2019郑州华南城的全新启航。
未来，华南城也将借着城市南拓的浪潮
顺势而为，以大城之力，积极推动郑州
南部片区的城市发展建设。

郑州华南城投开公司副总经理时
尤楠对盛世广场项目进行了全面介
绍。郑州华南城遵循严苛择址标准：每

一座华南城皆坐落于国家战略经济区，
以对土地和城市的远见与研判，落子新
郑龙湖。盛世广场立足郑州华南城之
上，集办公、商用、居住、投资等于一体，
以全生命周期配套服务、长久运营保
障、长线收益等价值，成就城市的优质
轻资产之选。

郑州华南城，作为只有桥梁没有围
墙的开放合作之城，与各界共享发展机
遇，也欢迎各界人士来郑州华南城投资
兴业。 （李飞）

助力脱贫攻坚 彰显央企担当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和“规划师下
乡 ”的 号 召 ，切 实 发 挥 央 企 责 任 担
当 ，2019 年 4 月 29 日 ，河 南 省 委 改
革办、中建七局郑州中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
究院、商丘市委改革办、河南电视台
共赴河南省睢县蓼堤镇大岗村举办
了“大岗村建设规划启动会暨签约

仪式”，与睢县蓼堤镇大岗村民委员
会签订了《商丘睢县大岗村扶贫开
发活动协议》。

启动仪式上，睢县县委书记吴海
燕等分别致辞。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
究院第六设计院院长、党支部副书记高
瑞麟，省委改革办副主任胡彦宏，郑州
中建地产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陈洪
轩分别发表讲话。

陈洪轩在讲话中表示，此次助力商
丘睢县大岗村建设，郑州中建地产与中
建上海院强强联合，由郑州中建地产负
责提供保障措施、中建上海院负责提供
技术团队，将立足于农村的现在与未
来，采取座谈、走访、征求意见、现场踏
勘等多种形式开展调研工作，就大岗村
经济、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以及长
远发展进行建设规划。

本次扶贫开发活动不仅是一次政
府、企业、社会各界力量推进乡村振兴
的创新探索，同时也是公司践行央企社
会责任，致力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持续努
力。接下来，郑州中建地产公司将持续
关注开发活动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支持
力量，为打赢这场“联合脱贫攻坚战”保
驾护航。

（张霞）

5月 13日，融信·江湾城项目商业
地块举行奠基仪式，各级单位负责人、
嘉宾莅临现场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融信集团第四事业部郑州区域营销
总监李俊在奠基仪式上致欢迎辞，展望
商业启动对项目的积极作用，激励营销
全员2019年继续前行，再创佳绩。

融信集团第四事业部资产管理中
心总监、融信世欧商业总经理王家栋传
达了今后对江湾城项目商业发展的信
心，并宣布“融信·江湾城商业项目奠基
启动”。

项目建筑总包及监理单位先后进
行了团队誓师，表达了努力建设示范性
项目工程的决心。

据了解，融信·江湾城项目是融信
集团挥师中原、落笔郑北的千亩宜居大
作，项目配建计容建面约 5万平方米商
业地块，规划为集购物、餐饮、娱乐、休
闲、儿童教育于一体的区域商业消费中
心，将建成郑北人文、自然、生态综合主
题街区。

融信集团旗下资产管理平台融信
世欧商业成立于 2011年，汇聚商业地
产各领域专业精英，专注服务并提升
商业地产项目价值。成功操盘福州重
要 城 市 综 合 体 项 目 世 欧 广 场 ——

2018 年客流突破 2500 万人次，销售
突破 11 亿元，全口径租金收入近 1.8
亿元。此外，融信商业还管理福州苍
霞文旅街区、上海虹桥世界中心等 12
个项目，涵盖街区、底商、写字楼等多
种 商 业 形 态 ，管 理 体 量 达 200 万 平
方米。专业的商管团队以及多年沉淀
的运营经验、多个品质社区的商业成
功案例，让融信有着十足的把握和信
心将江湾城商业打造为有温度的高品
质社区商业中心，为江湾城业主提供
更为舒适便捷的商业服务。 （张霞）

融信·江湾城商业地块奠基 开启繁华美好生活

地产观察

楼盘推荐

郑州孔雀城·公园海

继郑北孔雀城、郑南孔雀城、
郑州孔雀城之后，孔雀城品牌第四
子——郑州孔雀城·公园海落子郑
州新郑市郭店镇中华路与汇丰南
一路交会处西北角，扎根中原拓土
开疆，“豫”见城市新风采，敬献一
城美好。

项目周边依托约 24万㎡古枣
林生态园为生态景观架构，纵享绿
色环廊，毗邻中央公园（建设中），

内拥湖境天地，四大主题公园环伺，
周边规划有商业、医疗、文化等丰富
配套。

交通之于城市，犹如灵魂之于
生命。项目临近地铁 2号线南延线
华南城站，周边交通四通八达，六横
六纵路网——南四环、绕城高速、双
湖大道、G107连接线、S317、S102，
贯穿东西；京广快速路、紫荆山南路
（施工中）、郑新快速路、中华路、机
场高速、华夏大道，纵连南北；地铁
轨道交通、航空系统等全路网交通
格局，快速畅达繁华生活主场。

坐拥城市繁华与美好的郑州孔雀
城·公园海，凭借其雄厚的品牌实力
与产品力，再献人居美学，致谢一城厚
爱。建筑面积89㎡~115㎡宽境美宅，
即将荣耀面市，恭迎莅临品鉴。

70 年，让我们具备了追
求美好生活的能力

70 年，人生可见枯荣，国家日渐繁
盛。如今我们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
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即
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快
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对生态环境也越来
越重视；“花园”“森林”等内含“山、水、
海、湖、森、地”的字眼频繁出现在楼盘
的名称中，造房子的同时，开发商对人
居环境越来越重视。

当“勇往直前”的生活开始了各种
改善需求时，“美好”又叠加了一重含
义。换句话说，70 年，让我们具备了追
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能力。

时代向前，幸福感成了衡
量美好生活的标尺

那么，什么样的生活算是有品质的
“美好生活”呢？

曾经，人们向往大城市里俯仰可见
的繁华，蜂拥而至，农村“空心”了；后
来，交通拥堵，雾霾席城，城市“生病”
了；如今，人们羡慕田园生活的惬意，渴
望回归鸟语花香的宁静，生活开始向

外，城市“空心”了。时代不断向前，从
“空心村”到“空心城”的变迁，折射的正
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始由“物
质”转向“精神”的过程，幸福感成了衡
量美好生活的一把标尺。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家永远是停泊
的港湾。幸福的载体是“家”，而幸福的
家庭一定是“陪伴”和“独立”并存的。
闭上眼睛，你能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家人其乐融融，每个人都能在那里找
到自己梦想的安放地，老人健康养老，
孩子欢乐受教，而作为中流砥柱的我们
又能释放身心压力，更好地投入工作。

可是，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地方呢？

生活向外，城市的美好从
这里开始

周末早上，携一缕柔和的朝阳，迎
着温婉惬意的风，在山间步道上或漫步
或奔跑。归来途中，去邻家菜园里采摘
早餐的食材，做一顿营养可口的早餐。
上午去邻家花园里剪剪花枝施施肥或
者去梦想聚落，为自己喜欢的事情消磨
一个上午，午后沐浴暖阳，约朋友喝喝
下午茶，晚上跟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
乐，伴着微笑入梦……

如此惬意的生活其实并不远，触手
可及，就隐藏在郑州向西的五云山里。
让时间与陪伴不期而遇，奥伦达部落·
五云山小镇，一个康养度假的胜地，既
是小镇美好生活的缔造者，也是城市美

好生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这里满足了
你对一个“家”的所有想象。

致敬70年，礼赞“城市美
好生活推动者”

社会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努力，
一切的美好也都需要人来创造。

当世界开始沉睡，写字楼里亮着
的灯光里浮动着仍在忙碌的身影，他
们可能是正在修改图纸的设计师，可
能是调试代码的程序员，也可能是思
考公司未来的决策者；当世界还在沉
睡，已经有人穿梭在大街小巷开启了
一天的奔忙，他们可能是装点城市的
美容师，也可能是为你送货上门的快
递员；当世界开始熙熙攘攘，整个城市
开始忙碌，那些步履匆匆的人，或许是
某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也或许只是一
名普通的职员。

忙碌，是因为不曾停止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城市因忙碌而生机勃勃，因忙
碌而欣欣向荣，更因忙碌而日新月异。
那些忙碌的人，是生活的筑梦师，也是
向幸福前行的追梦人，更是一座城市美
好生活的推动者。

礼赞城市美好生活推动者，致敬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即日起，河南日报联
合奥伦达部落·五云山小镇推出“城市美
好生活推动者”大型专题报道，以“美好”
致敬“美好”，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
的“爱”。

五云山小镇：以“美好”致敬“美好”
“城市美好生活推动者”专题报道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深耕中原 精准匹配区域人居需求

随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步伐的
加快，郑州的城市规模将向特大型
城市转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将不断
地调整，人居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变。

郑州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城
市、国家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原经
济区核心城市，先天优势无可比
拟，5000年历史也让郑州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近些年，随着国家级
政策的倾斜，郑州迎来了巨大的发
展机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
潜力。正是这些特质，使得郑州被
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发商所看好。
这两年，无论是本土一线还是全国
TOP20开发商，都积极地将各家的
产品主张与中原百姓不断进阶的
需求逐渐对位，在这种良性的竞争
环境下，行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调
整，对于新城控股而言，这既是挑
战更是机遇，也加大了新城深耕这
片中原腹地的决心和恒心。

城市规划进程中，交通体系的
先行搭建，无疑有利于推进城市功

能明晰、多元产业导入、土地资源高
效使用，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
展。就地产行业而言，也促使其能
够因地制宜地去打造适配不同板块
的产品，比如近些年的一些小镇或
者山区度假类产品，都是很好的实
践。在新城看来，产品的锻造一定
是对板块现有资源的利用、未来规
划的精准适配、物业类别以及产品
风格、户型的创新打造。这也是新
城的产品能够精准匹配区域人居需
求的重要原因。

2019 年，从集团层面，新城控
股坚持住宅、商业的双轮驱动战
略，对于郑州区域而言，这也将是
我们坚持的重要战略之一。新城
控股郑州公司自 2017 年进驻以
来，承接荥阳片区的总体规划（郑
州都市区西部新城中心城市、富有
文化特色的园林城市），以新城·尚
郡和新城·郡望府为载体，实现了
新城控股的新中式产品线与中原
的对话，高度实践集团产品设计标
准的同时，精准对位区域人居需
求。2018 年，我们的品牌商业综
合体——新城吾悦广场，落地荥
阳。对于客户而言，这意味着我们
打造一流商业配套的诺言兑现，对
于片区而言，则意味着未来城市中
心有了新的发展引擎。

在未来，新城将放眼整个中原，
继续秉持区域深耕、合纵连横的区
域战略，坚持因地制宜的产品主张，
以城市幸福运营商的角色定位，来
对话城市、精筑人居。在未来，新城
每到一处，都将“让幸福变得简单”
这句话贯穿在土地开发、产品锻造
的全流程，用心构筑属于河南人的

“幸福圆满家”。
（新城控股郑州公司助理总经

理 祝莫寒）

绿都·东澜岸是中国百强绿都
地产凝聚 17年匠心献礼国际经开
之作。

项目外部坐拥 360°五维立体
交通，地铁 R3 号线（规划中）连接

全城地铁网络，实现区域快速出
行；双高速、双快速干道与4条城市
主干道“掌握”城市交通，高铁东站
与新郑机场接轨世界；梦湖、凤河、
龙渠三大水系与四公园围合出诗
意人生；约 40000平方米大体量商
业、18年全线教育体系等构建繁盛
图景。

内部打造全生命周期大享园
林，更有独特海盗船主题儿童乐
园，以百万平方米全享生活大城打
造建筑面积 89~140 平方米的三
房、四房，充分考虑城市三口之家、
三代同堂需求，以全龄户型产品，
挚献城市美好生活。

绿都·东澜岸

时代发展的浪潮最终

让我们甩掉了“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开启了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而我们

身处的 2019 也注定将是

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伟大的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天

地之大，黎元为先。”这一

年，我们仍将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实现“美好生

活”而奋斗。

□张光强

五云山小镇——品位生活馆

五云山小镇——瑶池

五云山小镇——云顶城堡酒店

五云山小镇——花神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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