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军伟

时下，随着经济的

发展、生活品质的提高，

购房者对于产品品质和

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

在传统住宅市场竞争日

益白热化的当下，健康、

环保、科技、创新，已经

成为各大房企转型升级

的大势所趋。品质、品

位、高端、特色已经成为

品牌房企的追求，各大

房企都在着力打造地产

精品，优化人居环境，提

升着城市的品位。正

商，就是其中之一。

二广高速公路寄料至分水岭段（平顶山段）
差异化期间货车走全程优惠情况表

为方便通行，高速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采取5元、10元等
整数计征方法，不足5元或超过5元的部分，在0至 2.5元之间
的，按0元计征；在2.5元（含2.5元）至5元之间的按5元计征。

车型

一型货车
(≤2t)

二型货车
(2t-5t 含 5t)

三型货车
(5t-10t 含 10t)

四型货车
(10t-15t 含 15t)

20英尺集装箱

五型货车(≥15t)
40英尺集装箱

吨位（t）

2t

5t

10t

15t

20t

30t

49t

里程（km）

63.665

63.665

63.665

63.665

63.665

63.665

63.665

优惠金额（元）

5

10

20

35

35

45

60

备注：小型客车桥隧加收费用统一为15元/车次。

车型

豫D小型客车（7座
以下 含7座）

行驶路线

下汤西-瓦屋
（19.988km）

下汤西-寄料
（38.134km）

瓦屋-寄料
（18.146km）

现优惠收费金额（元）

10

20

10

差异化期间客车走全程优惠情况表

经省交通运输厅批准，今年 6月 1日
起，平顶山太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所辖二广高速公路寄料至分水岭段（平
顶山段）继续实施差异化收费优惠政策。

具体标准为，2019年 6月 1日 9时至
2019年 12月 31日 9时，对通行二广高速
公路寄料至分水岭段（平顶山段）的货车，
通行费8折优惠；对所有悬挂豫D牌照的
小型客车（7座及以下），车辆入口和出口
同时满足在二广高速下汤西站、瓦屋站、
寄料站范围内，通行费优惠15元。

一位自洛阳伊川站上站，在南阳遮
山站下站的大货车司机表示，得益于二
广高速平顶山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原来
载重 49吨的货车收费 630元，现在收费
520元，单程优惠了 110元，大幅度降低
了运输成本。

据悉，自2018年 6月份开始，平顶山
太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对二广高速

平顶山段实行为期一年的差异化收费，至
今优惠已经到期。截至今年5月底，该路
段总车流量为 273.12万辆，其中有 68.67
万辆车次享受到差异化优惠政策，共优惠
费用 4451.74 万元，其中客车优惠车次
4.75万辆，优惠金额71.67万元，日均优惠
1964元；货车优惠车次 63.91万辆，优惠
金额4380.06万元，日均优惠12万元。

此次差异化收费是响应国家政策，
在河南省首次实施的试点路段，优惠力度
大、面向范围广，在提升路网运行效率和
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
精准扶贫、降低物流企业成本、高速公路
道路资源得到更多利用等多方受益的效
果，社会反响较好。为继续助力河南西部
山区的脱贫攻坚，平顶山太澳高速有限
责任公司本着回馈社会、服务大众的企
业理念和企业责任，特申请有关部门批准
实施延长此次差异化收费优惠时间。

二连浩特—广州高速公路，简
称二广高速，又称二广高速公路，
于 2016 年全线通车，中国国家高
速公路网编号：G55。

二广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规划（2013－2030）中一条南北纵
线，北起中蒙边境的内蒙古自治区
二连浩特市，南至广东省广州市，
沿途经过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乌
兰察布、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长
治、晋城、济源、洛阳、平顶山、南阳、
邓州、襄阳、荆门、荆州、常德、益阳、
娄底、邵阳、永州、清远、肇庆、佛山，
终点至广州市，全长共 2685公里，
是纵贯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二广高速公路洛阳至南阳寄
料至分水岭段（平顶山市境，原称
太澳高速平顶山段）长63.66公里，
通车于 2008 年 11 月 26 日。平顶
山境内设寄料收费站、瓦屋收费
站、下汤西收费站、瓦屋服务区、四
棵树服务区。

2019 年 2 月 13 日是大年初九，也

是春运返程高峰期。当天，我省普降

大雪，高速公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湿滑

结冰现象，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

平顶山太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启

动紧急预案，集结人员、物资、设备，迅

速投入到除雪保通工作中。在该公司

总经理吕贵锋的带领和指挥下，尽管

天气雨雪交加，但除雪保通工作人员

都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在这期间，有

部分司乘人员因车辆故障滞留在高速

路上，有的老人和儿童在冰天雪地里

冻得瑟瑟发抖，除雪保通人员行动迅

速、服务到位，多次救援滞留司乘人

员，并妥善安置在服务区，服务区工作

人员随后还派专车送多位受困人员到

各自目的地。上图为其中一位受助者

送来锦旗表达感谢。

二广高速平顶山段继续实行差异化收费

品质地产，匠心独具致敬中原精彩

品质时代的魅力

于正商而言，善水上境是标杆性的作品。
它集正商 25年深耕、厚积之大成，是正商高品
质建设2.0版本的首发之作，是正商精品华宅造
梦之路的起点。从规划建设时的力求尽善尽
美，到全景呈现后依然全心全意悉心呵护，善水
上境是每一个正商人心中的朱砂痣和白月光，
唯愿将其雕刻得更加精美、描摹得更加明艳、打
磨出更加耀眼的华光。

于郑州而言，善水上境亦是特别的存在。
它是郑州北龙湖区域率先交付的成品房高层和
毛坯洋房项目，从亮相之初的一鸣惊人到顺利
交付时的超乎预期、广受赞誉，善水上境刷新了
郑州人心中对正商的认知，对高品质居住体验
的认知，为郑州的华宅建设奠定了基础，树立了
标杆，因而备受市场关注。

5 月 24 日，正商善水上境“入佳境 鉴匠
心——善水上境百个细节体验、鉴证正商品
质初心”发布会举办。记者再度走进正商善
水上境，于园林之中感受风光沉醉，于实景样
板间中品鉴舒适生活尺度，于会所之中畅享
休闲时光、共享生活魅力。正商怀揣着一种自
豪的坚持，以匠心精神精工细作，终于让“安全、

舒适、感受”在善水上境实现三位一体，赢得居
者的青睐，筑就业界有口皆碑的精品华宅佳作。

品质生活的追求

在正商善水上境“入佳境 鉴匠心——善水
上境百个细节体验、鉴证正商品质初心”发布会
上，正商集团总规划师、上境系首席品质官王继
华对正商之匠心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解读：

“‘品质生活到永远’于正商而言不仅仅是一句
口号，而是要时时刻刻以匠人的精神做好项
目，对项目精雕细琢，竭尽所能为业主提供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每个正商人的责任和
义务。”

作为正商集团高品质建设的代表性作品，
正商人倾注于善水上境的心血与感情非同寻
常。在建设善水上境之时，正商已不仅仅是一
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而是化身为一个匠人，低
调、心诚且持之以恒，悉心雕琢、用心打磨，希望
以这一作品与居者沟通，通过善水上境的匠造，
践行高品质战略，树立高品质标杆，表达正商
25年的厚积。

在正商的众多项目中，正商集团董事长张
敬国对善水上境“情有独钟”，善水上境不仅是

他的作品，更是他珍爱的艺术品、收藏品，他曾
反复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善水上境做好、
做精，做成正商具有代表性的高端住宅作品。”

此外，为了打造北龙湖的品质标杆之作，正
商善水上境高层住宅甄选9国23家国际一线品
牌匹配成品装修，以意大利定制装甲入户门、瑞
士劳芬智能马桶、德国博世整体厨房系统，打开
了中原高端人士的全新生活方式。

品牌房企的转型

在正商最初宣布要在北龙湖打造这样一座
高端精品标杆产品之时，业界对其还不乏质疑
之声，就连记者也曾为其高品质转型、践行、建
设之路“捏一把汗”。而不论外界多么嘈杂纷
扰，正商只是沉下心，专注、笃志、心无旁骛、潜
精研思，从 2016年年底亮相到 2018年年底交
房，善水上境超乎预期的呈现效果引得居者为
之倾倒，这也意味着正商之高品质建设已臻佳
境，大器即成。

在王继华看来，不论社区风格如何变换，品
质如何升级，安全应放在社区规划建设的首
位。“只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小区，才能让人住得
踏实、舒心。为社区内的各类人群尽可能地规

避一切风险，让家真正成为人们安全感的来
源。”王继华说。

安全之外，将居者生活的舒适度放在人们
对楼盘的整体感受之前，这是正商善水上境在
设计之初便与其他许多楼盘的不同之处。王继

华介绍，正商善水上境从建筑设计之时便为业
主考虑到装修后的使用感，强调建筑装修一体
化设计，将业主的感觉舒适落位于房间内的每
个细节。

在善水上境打造的会所之中，设计融入了
河南传统元素，以青铜和传统民居为主题打造
会所核心景观，以现代设计手法为会所注入禅
意，打造集现代审美和中式韵味为一体的雅致
意境。“偷得浮生半日闲”“闲敲棋子落灯花”，餐
饮、茶歇、体育健身……惬意畅快。在地下停车
场，车道的夜间灯光被特别设计安装的格栅部
分遮掩，车行其间，只见光不见灯，避免灯光刺
眼，确保车主的行车舒适安全。

品质是一种责任

步入善水上境的景观空间，宽阔的大草坪绿
茵如织、碧草连天，与高低错落的植物疏密结合，
郁郁葱葱绿意满眼却不显幽闭，而是开阔舒心，
建筑与景观色彩均衡、线条搭配协调，整体感觉
耳目一新，视觉之舒适扑面而来。篮球场、网球
场、羽毛球场临河而建，诗情画意，悠然人生。

据了解，正商善水上境周边滨河公园占地
面积为 30亩，东侧公园占地面积 120亩，均为
市政公园。而正商善水上境小区总占地面积为
102亩，周边公园面积约为小区面积的 1.5 倍，
正商不惜成本，投入 6000万元重金打造，只为
业主能有个舒适、舒心的休闲空间。

品质是一种责任，正商人一直在坚持。于
正商而言，善水上境只是一个开端。“正商今后
的作品要持续不断地迭代升级，一个比一个好，
一个比一个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张敬国
说。

正商善水上境建筑与景观相映成趣

正 商
善水上境
社区实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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