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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线通达都市圈环线通达都市圈 畅行高架看中原畅行高架看中原
———碧桂园河南区域深耕国家中心城市解析—碧桂园河南区域深耕国家中心城市解析

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感，郑
州有远见的置业者，正在沿着以环线为向心
力的综合交通体系选择自己的家园。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郑州在不断谋
求通过天然交通枢纽形成的核心优势，推进
由此形成的“圈”与“城”一体化发展。这也
是印发《郑州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
（2020—2035年）》的主要背景。

该规划明确提出郑州都市圈是以郑州
市为核心，包括郑州市域和开封、新乡、焦
作、许昌 4市中心城区以及巩义市、尉氏县、
新乡县、原阳县、武陟县、长葛市、平原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总面积约 1.59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面积的 9.6%；集聚了全省近 20%的
人口和超过30%的经济总量，是中原城市群
中经济实力最强、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

从“窥一斑而识全豹”的城市发展上来
看，郑州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价值，与伯
特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

“结构洞”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德国留学期间，专门学习研究过城市

规划设计的碧桂园集团副总裁、碧桂园河南
区域总裁杨海波，多次就资源价值与交通体
系形成的城市“结构洞”进行解读。

他说，从全国的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来
看，除了位居一线的北上广深之外，在余下
的几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的发展是最亮
眼的，近两年不光GDP突破万亿，城市净流
入人口也连年增多、超越千万，特别是依托
航空、铁路、公路等多重交通体系优势形成
的“圈城”力量，已经让郑州变成了中原城市

发展组团的领队者。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现代城市的发展

已经从有形的土地开发、交通规划、建筑设
计等硬性方面，从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
走向了让人触手可及中的网络现实、智慧未
来。

城市的主要价值在于优势资源的聚集、
优势产业的聚集，包括教育、医疗等复合功
能的资源聚集，这些聚集越多，城市的主要
价值体现就越强，对于城市生活中的置业者
来说，可选择、享用的优质资源配套也就越
多。

特别是形成以环线为主的交通体系之
后，依托高效的通勤，会把城市中各片区的
优质资源连成一个庞大的、体现未来价值的
网络，这个网络，与伯特依据人在社交网络
中所处的交织点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有共
通之处。

用这一点看郑州，它本身就是由中国庞
大的综合交通体系网络交错节点上的优质
资源聚集地，是依托交通网络发展而成的城
市“结构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郑州
有效利用了这种“结构洞”优势，打造了空
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绸之路”，走出
了一条内陆区域发展的新路子。

再看郑州三环、四环，乃至未来五环形
成的“圈城”发展，由东西横贯、南北纵通的
市内高架，和数条地铁线形成的交接点，及
其交接点之间形成的城市资源共享价值区
域，就是体现置业价值所需要的“结构洞”，
这些遍布在郑州环线上的“结构洞”，快速链

接着郑州各城区之间的发展与繁荣。
以碧桂园时代城为例。从交通网络上

看，它就坐落在环线+地铁的城市“结构洞”
上，除了项目自身完善的教育、医疗等资源
外，还拥有着京广快速路与南四环、地铁线
相交融的交通红利，可以瞬间将全郑州各区
域的优势资源通过交通衔接到家门口。

所以，环线+高架+地铁！
这一蕴藏着城市价值的“结构洞”项目

布局，既是郑州各碧桂园项目通达域内的依
托，也是业主们俯仰今古的凭栏处：

万仞春光，大河南岸，笼罩朗朗晴川。
看身披彩翼，穿行宇内，漫步云天，
早伫京城，午时港澳数云帆。
归来巧遇，中欧班列，暮色盈肩。
恢弘赤县乘势，盛景于此现，远近声欢。
有客东西去，畅行高架、畅意三环，
畅意城中，讶然长路换新颜。
经初夏、到金秋、碧桂香传。
最后，作为本文的作者，实在抑制不住

对郑州蓬勃发展的激动之情，专门挑选了
一首可以表达心情的词牌，填写了这首《凤
池吟·大城郑州》，拟以闳约深美的手法，展
示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日新月异的景
象，展示碧桂园以独特视角深耕郑州的匠
心，展示碧桂园河南区域的决策者们，通过
城市“结构洞”给业主创造畅享美好生活红
利的现实，让每个驻足这里的人，均可通过
便捷的交通，畅享空中丝绸之路、中欧班
列、“米”字形高铁、高速路网带给大家的城
市未来。

□冯长海

爽朗的清风推着五月的阳光，推着行驶
在三环四环高架上的车辆，在湛蓝天空下，
奔向更远处。

老顾是郑州知名国际双语教育集团的
董事，每天都要穿越南三环高架路，直达郑
东新区的总校、分校进行工作，所以他对郑
州四环全线试通车的消息十分关注。

这不仅标志着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
工程全线完整闭合，标志着郑州市主城区

“两纵两横两环”快速路网系统全部形成，更
标志着在郑州生活的人迈入了畅享城市美
好生活的新阶段。

其中，“两纵”为南北向的京广快速、中
州大道，“两横”是东西向的陇海高架、农业
路高架，“两环”是三环、四环的环城线。

老顾喜欢有生活气息的近郊生活，所以
在五六年前选择了西郊接近市区的地方居
住，他的双语教育分校大都在 CBD、龙子湖、
北龙湖等区域。每天穿越郑州的习惯，让他
见证郑州环线发展的过程，也加深了对城市
建设的认知和理解。

众所周知，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众所鲜闻，郑州能有今日的辉煌，源于

修建铁路时的一次机缘巧合。
百年前晚清重臣张之洞主持修建卢汉

铁路，也就是后来的京汉铁路，最初关注的
是开封和洛阳，经仔细调研后发现，开封地
处黄河的“悬河”位置，俗称“豆腐腰”，按照
当时的修路条件，桥梁经受水患的危险很
大，洛阳又绕道太远，经综合考虑，就把河南
段的重要站点放在了郑州。最终陇海和京
广两条铁路大动脉在此交会，让郑州一跃成
为全国的铁路枢纽。

自此，郑州凭借交通优势登上了现代化
城市发展的历史舞台，用一个又一个令人目
不暇接的时代选择，铸就了日新月异的靓丽
今天。

先是省会选择于斯，让郑州开启了
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有了全国闻
名的“商都”“绿城”称号。

而 2000 年后城市东扩、
西拓的“一心两翼”建设，尤
其是规划郑东新区的大手
笔，让中州大道由原来的
东环线变成了市区内繁
忙的南北通道。最令人
称道的是三环快速路建
设，正式开启了以环线为
主要节点的快速路网新
时代。

畅 通 的 三 环 线 ，与 东
西向的农业路高架、陇海高
架和南北向京广快速路、中州
大道组成“井字”形快速路，和数
条已开通的“地铁线”全部衔接，加上
刚通车的四环环线，搭配郑州与周边地市
不少于 3 条的铁路 (含高铁普铁和城际铁
路)、3 条的高速公路、4 条的国省干线道路，
形成了全面推进郑州城市发展的大都市区

“3+3+4”向心交通体系结构，实现了郑州到
周边地市半小时高铁交通圈，和 1 小时高速
公路交通圈。

随着“米”字形高铁的全面建成，郑州至
周边省会城市实现了两小时通达。随着郑
州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基本达到国内一流水
平，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可通达 30 个城市
以上。

如今的郑州主城区，在这种“环线+地
铁+放射”的交通体系下，向北连接黄河，过
燕赵之地可达京畿；向南直通长江，过粤港
澳通达海外。

很早以前，郑州就被称为“全国重要的
综合性交通枢纽”。随着航空和高速铁路、
公路等交通网络在郑州的不断汇聚，它被列
为全国 12 个最高等级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之一。如今，郑州市城区的拥堵情况得到
显著好转，其交通服务能力，更是在“环线”
建设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在助力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方面，发挥出了“换挡提速”的重要
作用。

有一种让人艳羡的成绩叫作

发现。

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美好叫作

选择。

这两者合二为一，也许就是

郑州作为中部核心城市迅速崛起

的机缘所在，或许也是各企业深

耕郑州这座国家中心城市的要义

之一。

老王从事地产行业的工作，本着职业
敏感性，在三环全线试通车的时候，就率先
驾车体会了综合交通体系带来的快速畅爽
感，从中也基本验证了当时的工程负责人
曾在三环试通车现场的说法，通过三环，基
本可以实现在 15分钟左右直达绕城高速、
京港澳高速和连霍高速中的任何一个。

因为有着这样的真实体验，所以在全
线长 93.3 公里，由东四环、南四环、西四环
及大河路组成四环环线试通车的时候，老
王跟老顾在第一时间就相继开始了他们的
畅行郑州之旅。

因其对地产项目的高度关注，老王在
沿着三环畅行的同时，不经意间发现了碧
桂园河南区域深耕郑州的“秘诀”：一个是
善于发现。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划等脉
络里发现城市美好生活未来的价值点。另

一个是果断选择。也就是针对
梳理出来的城市发展价值

点，在开发和置业上果
断出手，勇于拿下。

老 王 认 为 ，碧
桂园入郑只有 6

年，却已有 26个项目。取得这一成绩，与在
“高架+环线+地铁”的交通交会处“重仓”
布局不无关系。

所以，当老王沿着环线从西走来，首先
看到的是临西三环、农业快速路的碧桂园
西湖、碧桂园凤凰城。

向南，就是位于南三环与机场高速交
会处的碧桂园天悦；位于南四环、中州大道
的碧桂园时代城。

向北有位于中州大道与连霍高速交会
处的碧桂园天誉，有紧邻北三环、中州大道
的碧桂园天麓，以及位于北龙湖、靠近北三
环的碧桂园豫府。

这些项目，或者紧邻地铁 1 号线、2 号
线，或者紧邻地铁 8号线、14号线。

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是碧桂园位于三
环周边的四个新项目。其中有位于东三环
沿线，围绕郑州东站东广场布局打造的高
级商务综合体——碧桂园中心。有东三环
杨金片区、贾鲁河畔的碧桂园天玺湾。有
西三环、农业快速路交会处，附近有地铁 8
号线老俩河站的碧桂园云顶。有西三环边
上的天悦湾，附近有规划中的地铁 8号线五

龙口南路站和 9号线的电厂南路站。
趁着初夏明媚的阳光，沿着三环环线

一路下来，入则，会漫步于每个项目设计的
特色氛围之中；出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借助高速路网直达郑州全城的任何一个热
点地区。

很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生活过的
人都知道，随着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这些
位居第一梯队的国家中心城市在发展过程
中，很自然地把满足城市美好生活的优质资
源，基本都集中在了综合交通体系的周边。

同样，这种优质资源也会随着综合交
通体系的完善，影响到人们的置业选择。

郑州也是一样，随着综合交通体系的
完善，城东工作、城西生活，已经不再是置
业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环线+地
铁+放射”状交通网络所在地，反倒成为置
业的首选。因为，只要把家安在这些交会
处，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通达全市有特色、
有亮点的区域。

交通的便捷，已经大大缩短了人们在
城市中交流的时空距离。

这一刻，郑州用快速的交通现实告诉

大家，像以往常说的这种情况，已经随着交
通体系的完善而逐渐远去。

按照现代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的说
法:“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
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

因为城市要更广泛、更集中、更快速地
传播人类的文明成果，建设城市所需要的
教育、科技、产业等优质资源就会以规模
化、信息化、科学化的方式向城市集中，这
种资源的集中程度越高，城市活力也就越
强，城市吸引力就越大，城市发展的速度也
就越快。

为此，2010 年上海世博会提出了“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郑州依托环线串联
起来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就是生活美好、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最佳注脚之一。

这一便捷的交通体系，不但将城市局
部的地缘限制打破了，也相应打破了割裂
式的区域优势，并将各区域独有的优势价
值，通过环线交通的快速性平均到了整个
城市，留给置业者考虑的只是量力而行的
项目选择、户型选择。

碧桂园西湖实景图

天玺湾项目交通区位图

西三环沿线的
碧桂园凤凰城规划
效果图

碧桂园西湖项目

独特选择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历史发现
郑州的选择令人瞩目

环线“圈城” 形成“结构洞”衔接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