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地编号

ZMDY-2020-45号

ZMDY-2021-1号

ZMDY-2021-2号

宗地位置

驿城大道与交通路交叉口东南侧

盘龙山路与文化路交叉口西北侧

盘龙山路与文化路交叉口东北侧

用地面积

（m2）

22085.5

8587.34

6780.46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教育用地

出让

年限

（年）

50

50

50

容积率

1.0-2.5

≤0.9

≤0.9

建筑

密度

(%)

≤35

≤35

≤35

建筑

限高

(米)

50

24

24

绿地率(%)

≥35

≥40

≥40

出让起始价

（万元/亩）

65

77

78

竞价增幅

（万元/亩）

2

2

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431

199

159

河南省驻马店市ZMDY-2020-45号等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驻自然资出让告字〔2021〕14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以拍卖方式出让ZM-

DY-2020-45号等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要求详见：

《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实际出让面积以实

测面积为准（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在驻马店市中心城区，有欠缴土地出让金等行为

的用地单位和个人不得参与宗地竞买活动。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在互联网上交

易，登录方式：输入（http//www.zmdggzy.gov.cn/

TPFront/），进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

店市）页面，点击土地交易登录窗口，查看出让宗地信

息或参与竞买活动。凡在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取得该

宗地《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

上拍卖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

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为竞得入选人。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期 2021年 4月 26日至 2021

年 5月 17日前登录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

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拍卖出让须知》及相关出让文件，

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网上竞买。

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1年 5月 17日 17时（竞买保证金须按网上交易系

统生成的保证金账号交纳）。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

5月 17日 17时。

ZMDY-2020-45 号宗地拍卖限时竞价时间定

于：2021年 5月 18日 9时;

ZMDY-2021-1 号 宗 地 拍 卖 限 时 竞 价 时 间 定

于：2021年 5月 18日 9时 30分；

ZMDY-2021-2 号 宗 地 拍 卖 限 时 竞 价 时 间 定

于：2021年 5月 18日 10时。

五、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全国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河南日报》、

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网等同时发布。

六、本次招拍挂出让公告信息、时间、内容等不一

致的，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驻马店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网上拍卖有关时间及其他事项如有变动，以

网上交易系统发布的通知为准。

（二）拍卖出让活动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竞得入

选人需提交网上竞得入选人证明和出让文件要求的相

关资料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无误后将竞得入选人确

定为竞得人并签订成交确认书。不符合要求的，竞得

结果无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八、联系方式

出让人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396-2915007

承办方联系人：律女士

电话：0396-2609233

数字证书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7838648654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驻马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4月26日

备注：ZMDY-2020-45号宗地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237号）执行;ZMDY-2021-1号宗地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266号）执行;

ZMDY-2021-2号宗地规划条件及相关要求按照（驻自然资函﹝2020﹞266号）执行。

泰莱尚院：一个二环旁项目的涅槃重生
□任之

2021 年 4月 5日，位于郑州中州大

道金岱路交会处东300米的泰莱尚院项

目，首批房源正式开盘。一个不大的售楼

部内人声鼎沸，短短 3个小时，便实现销

售 150余套，累计总销额 2个亿，展现出

亮眼的业绩。

优质的地段、便捷的交通、适宜的配

套、齐全的“五证”，以及 2.91的容积率、

康桥物业的服务保障，让这个地处黄金二

环位置、总占地仅43亩的楼盘，着实点燃

了众多置业者的购房热情。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该售楼部

公布的“五证”中显示，最早拿到的相关证

书，时间是在2011年。也就是说，从拿地

到开盘，这个项目整整经历了十年；而了

解过往的人也都知道，该项目自问世以

来，有多个案名在社会“流传”。

十年间，郑州的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楼市也几经变化。这个名为“泰莱尚院”

的楼盘，如今也从一个命运多舛的项目，

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多年期盼 华丽蜕变

2021年 4月 2日，是泰莱尚院整个团队值
得铭记的日子：当正式拿到1号楼《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的时候，整个项目团队都在欢呼。

早在 2011年，该项目用地由河南正印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印公司”）通过招拍
挂，取得原郑州市城乡规划局颁发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然后开启了项目的十年沉浮
之旅。

2012年到2018年，项目历经了“正印摩卡
时光”“正印良品”等多个案名，以及期间曾因
股权问题、4号地铁线规划调整等原因导致项
目停滞。

2018 年，是这个项目发展历史上最为关
键的一年。正印公司正式更名为河南同欣恒
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欣恒益
公司”），以全新的团队形象正式进驻项目，怀
揣彻底解决问题的信念，经过多方努力，得以
让项目正常运转，同时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认可。

“目前，郑州针对房企开发监管非常严格，
从资金监管到工程进度每一步都在严格监管，
相信无论是从社会责任还是政府监管力度等
任何一方面，项目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同欣恒益公司负责人表示。

在过去的几年中，因项目位置优越，其间
有不少品牌开发商想接手该地块，但是因存在
着前期开发商内购以及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
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同欣恒益公司新
团队坚持以“诚信为本”为第一原则，以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首先与前期所有内购客户积极协
商，在最短时间内给予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步
处理前期债务问题等。

“这些前期债务远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从接收项目到债务处理历经一年之久，在
2019年年初，总算基本解决完毕，但又迎来了
新的问题。”同欣恒益公司负责人介绍，因项目
搁置多年，前期规划已无法满足现在市场需
求，为保证产品的宜居性、实用性，项目进行重
新设计规划，并与国家一级物业服务资质康桥
悦生活、全国民营企业 500强金螳螂装饰建立
合作，以“客户需求”为蓝本，力争打造人居典
范社区。

千锤百炼 只争朝夕

经过同欣恒益公司长达一年的反复推敲，
项目终于在 2019年 10月确定新的建设规划，
同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至此，项目开
始正常推进，并最终命名为“泰莱尚院”。

而从重启、清债偿还、规划提升、补缴税款
等，同欣恒益公司投入就高达6.5亿元。

2020 年，泰莱尚院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10月开始正式动工，每一步都严格按照
政府规范施工。同年 12月 29日，泰莱尚院工
地被郑州市扬尘管理办公室授予“绿牌工地”；
2021 年，项目入选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领导小组认定的“2020-2021年第二批二类
民生工程”名单。

在逾期交房频繁出现的当下，泰莱尚院的
目标是在 2021年 3月达到预售工期。承建方
负责人在接到任务通知时，感觉到巨大的压
力：“要知道郑州管控相当严格，在确保符合政
府规定的前提下，如果计划在短时间完成，就
代表着不能以正常施工节点配备人员，同时这
也意味着各项成本增加。”

但这一切跟工期相比都不值一提。接到
任务通知的当天晚上，承建方团队连续一周通
宵协商，最终确定施工方案，项目工地每天配
备 300多名工人，每天都在热火朝天向着目标
出发，终于在 2021 年 3月顺利完成阶段性目
标，1号楼准时达到预售节点。

在项目施工现场，吊塔林立、机器轰鸣，工
地一片繁忙景象。“按照工程进度排期，5、6号
楼将于 5月份封顶，规划中的 8栋楼争取在今
年年底全部封顶，争取2022年 6月底之前项目
外立面及实体景观呈现给业主。”同欣恒益公
司负责人信心十足。“现在最重要的是，以对社
会负责、对业主负责的态度，把项目品质做好，
把新老客户服务好，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好，
给政府、给社会、给业主一个满意的交代。”

否极泰来 不负热土

经历十年风雨之后的破局重生，泰莱尚院
的此次耀眼亮相，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无论
此前的老客户还是现在的新客户，都感受了最
大的诚意，最终的热销也证明了不负社会各界
的认可。

对于目前的郑州来说，主城区的净地，用
“金地”来形容也不为过。泰莱尚院就坐落于
郑州三环之内的管南片区，黄金二环，刚好在
郑东、金水、管城和经开四区交汇处，兼享老城
成熟生活配套和新区发展红利。项目周边双
地铁环绕，紧邻航海路商圈，一站式购物广场、
万科美景广场等集中商业，教育资源、医疗健康
等生活配套设施齐全。此外，项目还聘请拥有
国家一级资质物业公司——康桥悦生活，为未
来的业主身心安全与健康提供管家式服务。

作为在郑州三环主城区内罕有的 2.91低
容积率项目，泰莱尚院在社区内部打造了
4500㎡主体社区园林，配备了四重景观系统，
分别是主出入口景观组团、主轴线景观组团、
儿童休闲组团、邻里交流区绿化组团。

为了让广大业主得以放心，泰莱尚院还专
门在售楼部安装了一台24小时监视器，可以让
每一个到访者都能随时看到施工现场的进度。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唯有自己才是最
强大的白衣骑士。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错过的太多。”同欣恒益公司负责人
表示，十年之间，项目走了很多的弯路，否极才
能泰来，这也是最终将项目命名为泰莱尚院的
原因。如今曙光已现，交房在望，这不仅仅是
一个沉寂多年的项目从案名到业态的全新调
整和创新升级，更是以高起点的规划布局、高
标准的建筑设计、高水准的开发运营、高品质
的物业管理，在这片价值高地之上，打造全新
形象，成就人居范本，以不负这十年来的业主
期待、社会期望。

泰莱尚院大门效果图

泰莱尚院高层效果图

泰莱尚院洋房效果图

泰莱尚院施工现场实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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