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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 动态

楼市 推荐

曾经，从二七塔过东大街向
东，郑汴路沿线是郑州最传统的城
市东轴。现在，随着郑州“城市东
移”的脚步，这里将成为郑汴核
心。曾经极度繁荣的东建材市场
所在地，也要因为城市的发展而改
变，将要成为未来的商业中心。东
建材无法承担如此重任，于是永
恒·红街应运而生，将在郑汴核心
打造当今世界上最具国际化的商
业业态——主题商业时代中心。

二十世纪 90 年代，随着房地产
市场的放开，使房地产行业迅速
崛起，装修行业作为房地产行业
的相关产业，也开始蒸蒸日上。

此时，郑汴路东建材市场适逢
其会，发展壮大，兴盛之际，除新
疆、西藏之外，几乎全国所有省

（市）的建筑材料厂商和总代理都
先后进场经营，经营品种达 50 大
类 1 万余种，商品辐射周边十几个
省、市，年成交额逾 30 亿元，年上
缴税金 4000多万元。

再回顾郑汴路的发展进程，
“中部崛起”、“郑汴一体化”和“城
市东进”等战略口号的提出，郑汴
路成为连接郑州老城区与郑东新
区的桥梁和“郑汴一体化”的中心
轴，肩负着带动郑州东南区域崛
起的使命，因此在城市外拓的过
程中，郑汴路将成为连接郑州、中
牟和开封的最好纽带。城市的发
展进程推进，旧城市规划与现在
格格不入，而郑汴路车流和人流
的积聚，造成城市拥堵，所以郑汴
路亟须再次升级发展改造。

2012 年，郑州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市场外
迁工作的实施意见》，在管城区

“十二五”规划中，郑汴商圈不仅被
确定为亟待发力的“五大商圈”之
一，更被定位为承东启西、连接老
城区与郑东新区的“财富桥头堡”。

郑州城区越发展，郑汴路乃至
郑 汴 商 圈 桥 头 堡 的 地 位 越 加 突
出。随着城市版图的不断拉大，城
市的东移，郑汴路这个之前相对偏
僻的区域已经越来越繁华，也从当
年的郊区变成现在郑汴核心，正计
划转型升级。此时，永恒集团进入
郑汴路，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主题商
业中心——永恒·红街，这将会缔
造郑汴路商业新版图。

时移世易，东建材市场在历史
的大幕中退出郑汴路，但并不影响
这条曾经的财富大道的辉煌。目
前，各大开发商环伺周围，未来该
区域将是高档居住、高级智能办
公、主题商业街区的组合。郑汴路
附近已积聚了建业置地广场、英协
花园、建业五栋大楼等高端项目。

随着永恒集团的进驻，郑汴路
发展进入新的纪元，永恒集团一改
传统百货商场的购物环境和消费
模式，打造占地 200 亩城市综合体
下的现代体验式购物中心，10万平
方米的商业中心，涵盖餐饮、娱乐、
快时尚品牌店，大型百货商场等。

目前，永恒·红街金水区郑汴路
20m2-180m2、200m2-500m2 旺 铺 ，
VIP 认筹正火爆进行中，并且现在
有 5%钜惠。不久后，郑汴路将来必
然是一个高端的生活广场，“老字
号”美食的天堂。永恒·红街招商
也正在进行中，商业价值增长一触
即发，可以预见，永恒·红街这一项
目，必将成为郑州商业投资的宠
儿，引领郑州市新一轮投资热潮。

据悉，为了宣扬“老文化新魅力”
的这种传承，永恒·红街投资商“永
恒集团”与“文化部遗产司”将在8月
2日联合举办——“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古琴公益音乐会”，由大师丁承
运与付丽娜用千年宋琴，在郑州艺
术中心共同上演琴瑟和鸣的传统古
琴音乐！ （黄潇静）

宁静原乡——思念·果岭国际社区

7 月 14日，由华丰灯饰界、中山市照明
电器行业协会联合主办，郑东新区管委会、
郑东新区经济发展局、郑州市工商联照明
灯饰商会鼎力支持的“对接古镇灯饰产业
整合区域行业资源——2014‘挺进华中·赢
在中国’光明事业万里行活动华中站——
郑州灯具市场研讨交流会”在华丰灯饰界
落下帷幕。本次研讨交流会旨在对接古镇
灯饰产业，整合区域行业资源。

华丰投资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华丰灯饰界四期国际名灯馆、五期照明电

器馆已经启动招商，配套规划有会务中
心、商务写字楼、设计创意总部，引进超
市、银行、物流、餐饮等综合商业配套服务
设施，为商家提供住宿、休闲娱乐、会议、
办公的完善配套。届时，华丰灯饰界将成
为国内首家以灯饰展示交易为主线，规模
最大、品种最全、经营档次最高，集批发、
零售、展览、办公、仓储加工、物流配送、电
子商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
化、多业态、复合性的综合类专业市场。

华丰灯饰界位于郑州市商都路与七里

河交会处，坐拥商都路百亿建材商圈的核
心位置，由国内钢铁十大龙头企业之一的
华丰集团投资建设运营。项目占地 180余
亩，面积 32万平方米，投资 10亿元，自建设
之初，就立足长远，打造可持续性发展专
业市场，确定了五大基本功能分区，通过
科学的规划，高标准的建设，为入驻商家
提供优越的发展平台。其中华丰灯饰界 A
区建筑面积 9 万平方米，是河南省内唯一
的五星级灯饰专业商场，引领着中原地区
灯饰行业的发展潮流。 （张光强）

郑汴新核升级 永恒·红街创造崭新未来

从市区前往思念·果岭国际
社区，风景渐由钢筋水泥森林变
为优美宁静的田园风光。据说思
念·果岭生长着 42 万株珍稀古树，
169 种野生动物，而悦温泉精品酒
店就藏身于此。

悦温泉精品酒店共有 21 幢各
具特色的温泉别墅，东边 8 幢河景
别墅可观赏到千亩广阔河景。西
边 13 幢高尔夫别墅则正对着河南
思念高尔夫球场，1300 余亩国际
标准 18 洞 72 杆绿茵高尔夫球场
一望无际。

芬兰木屋别墅，由世界木屋之
乡——芬兰原装进口，被称为“会
呼吸的房子”，具备极好的生物调
节、保温节能特性。除此之外，每
幢别墅的面积大小也不尽相同，
从拥有 6 间卧室的超级大宅到两
间主卧的精巧房型，每户室外均
设有 80 平方米—300 平方米不等
的私家花园，满足不同客人对于
度假的需求。

酒店采通地下 1870 米原生矿
脉之中的天然水源，泉水属天然
优质的偏硅酸泉，富含偏硅酸、
碘、锶、铁、钡、镁、锰、溴、锂等十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具
有良好的增强免疫力、活化细胞、
养颜、瘦身等保健疗效。

在悦温泉，终于可以慢下来
感受自然和生命的本色。

（杭娜）

新华园·怡购城VIP会员招募7 月 13 日，康桥溪月举行“工地开放日
活动”，距离交房提前十个月邀请业主参观。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在现场工作人员的
引领下，大家进入工地现场实地参观。本次

“工地开放日活动”参观流程主要分为工程
设计讲解、工程进度讲解、产品讲解、工艺施
工讲解、现场实地体验等环节，全程安排项
目工程师为讲解施工流程，让业主了解康桥
溪月施工的各个细节。

本此活动不仅让业主见证了康桥溪月的
精工品质，对即将住进来的家有了充分的了
解和认识，更凸显了康桥地产公开透明、真
诚可靠的责任地产形象，受到业主的广泛好
评和高度支持。 （张霞）

品溪月蓝图 鉴精工品质

“光明事业万里行”活动成功举办

7月12日，新华园·怡购城VIP会员招募
活动在营销中心举行，备受客户期待的中原
首席千亩百万平方米文旅商业集群——新
华园·怡购城一期西班牙风情商业街团购优
惠活动耀市启动！

凌晨 2 点钟，数名客户已经在排队等
待，早上 7：00 数百辆车围满营销中心，千
名客户到场认真倾听工作人员讲解本次
团购优惠活动和商业街的招商进度。本
次团购优惠最高额度为 10万元，现场客户

对怡购城商业前景更加充满了信心，希望
抓住本次机会，成为怡购城首批业主。

名门地产，中原地产巨子，足迹遍布
中原，辐射全国，2014 布局鹰城，斥资 62
亿元礼献鹰城，打造中原首席百万平方
米航母级文旅商业集群，再造鹰城繁华
新中心。新华园·怡购城项目占地面积
约 1000 亩，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定
位为平顶山“宜商、宜业、宜乐、宜游、宜
赏”的综合性 24 小时城市会客厅。规划

包括高端生态居住区、西班牙风情商业
区、时尚潮流区、商业休闲区、中原文化
区和文化创意区。另有家乐福、大商、丹
尼斯、肯德基、屈臣氏、迪欧咖啡、澳门豆
捞、奥斯卡国际影城怡购城战略合作意
向 进 驻 商 家 汇 聚 国 际 众 多 一 线 知 名 品
牌。一站式满足人们居住、休闲、娱乐、
购物、餐饮、商务办公等多元化需求，全
面升级平顶山人的消费体验。

（张霞）

瀚宇·天悦媒体鉴赏会启幕
7 月 11 日，瀚宇·天悦媒体品鉴会启幕。

至美的中心湖景观、九年一贯制公立名校、
国际级的运动会所等众多优势，也成为郑州
追求品质人居的客户，争先珍藏的一生之
城。瀚宇·天悦于社区内部配备了国际级的
运动会所、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台球室等，
均按照超高标准配件，在郑州独此一家。

湖滨晚宴在瀚宇置业营销总监的致辞中
正式开启，未来瀚宇·天悦将会以更高要求
和标准，对市场的认可、对业主的幸福、对企
业的口碑负责，将瀚宇·天悦打造成北区高
端住宅的一张名片。 （郭瑶）

欧凯龙“建材家具集采大会”即将举行
据悉，欧凯龙 17 周年庆典“万

人建材家具集采大会”将于 7 月
19 日举行。活动从 10:00—24:00
持续不断，感恩让利。

据了解，欧凯龙此次联合数千
家建材、家具工厂同庆 17 周年。

活动期间欧凯龙商场商品将全部
以“集采价”销售。

另外，7 月 19 日“2014 国际旅
游形象大使亚太区总决赛颁奖盛
典”将在欧凯龙东区旗舰店惊艳
开幕。 （黄潇静）

焦点关注

连通广厦千万间 置业中原俱欢颜
冯长海

大框架 大交通 大格局

——郑州大交通系列报道之筑梦未来

从 7月 18日入伏开始，盛夏，才
真正开始显示出其热情如火的一
面。随着火热夏季到来的，更是九
州通衢之地河南大交通、大枢纽、大
格局时代的开始。

翻开年中的河南省会郑州市，
这个位于天下之中，素有“中国铁路
心脏”和“中国交通十字路口”美誉，
拥有亚洲最大列车编组站、中国唯
一一个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及亚
洲首座、中国唯一高铁客运十字枢
纽站的中原经济区及中原城市群的
中心城市，正在以异乎寻常的火热
建设速度，带领中原城市群崛起于中
部、崛起于中国、崛起于亚洲，其名字
亦如汴京鼓楼上的题字“声震天中”。

今天，站在这个从交通大枢纽升
级为新丝绸之路（路上）桥头堡的最

佳点，其以中原城市群
为核心的大枢纽、大交
通建设已经汇力成势，正
式领舞中原置业登上筑
梦未来的历史舞台。

“非常 4+2”交通体
系完善，鼎立未来

2010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10时 50分，随
着西安开往郑州的国
产ＣＲＨ２“和谐号”
动车组列车在西安火
车站首发，郑州至西安
高速铁路正式投入运
营。这是中国中西部第
一条高速铁路。这条高
铁使两地直达最短时间
由６个多小时缩短至２
小时以内。

2012 年 9 月 28 日 9 时

整，随着郑州东站 G501 次、武汉站
G502 次相向同时发车，标志着京广
高铁郑州至武汉段正式通车运营。
武汉至郑州间火车运行时间由原来
的最快 4 小时 28 分钟缩短至 1 小时
56分钟。

随着两条高铁在郑州交会，从此
中国以郑州为中心，开启了南到武
汉、北到北京、西到西安等大城市的 2
小时高铁生活圈。

2013年 12月 28日郑州地铁一号
线一期工程通车运营，郑州成为中原
地区第一个拥有轨道交通的城市，中
部六省第二个拥有轨道交通的城市，
全国第 19个开通地铁的城市。

配上已有的铁路枢纽和郑开城铁
开封方向铺轨完成、郑焦城铁黄河大
桥的通车，郑州正式进入铁路、高铁、
地铁、城际非同寻常的“四铁”驱动。

加上全中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郑
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获批，加上
连接郑州市内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等
与河南省高速公路相连的三环路快
速化工程已总体完成，并于 2014 年 4
月 30日下午 3时正式通车，直达新郑
国际机场，直接贯通连霍、京广等高
速公路。

从此，以郑州市为交通核心的中
原城市群盘踞中部、雄视中部“非常
4+2”交通体系正式完善。1.5小时车
程可以覆盖中国 2/3 的主要城市和
3/5 的人口；这是多么庞大的交通带
来的经济运营体系。

2/3的主要城市，3/5的人口就是
涵盖了中国近 7 亿人的活动圈，涵盖
了全世界 1/6 的人口集聚区，就算以
每天每人 100 元人民币最低计算支
出计算，这一区域内日生活现金流即
为 700亿元。

以此计算，无论是生活上的宜
居，还是物流带动的宜业，还是大枢
纽时代的经济发展。朝发夕至的信
息时代速度，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便捷
理想，鼎力未来的经济运营体系都将
在这里完美呈现。

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月 10日在
河南考察时，听说郑州按照铁路港、
公路港、空港、海港“四港一体”、多式
联运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国家铁路
一类口岸、多式联运服务中心、中欧
班列货运中心、智慧物流信息中心。
非常欣慰地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
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所以，随着 2013 年 7 月 18 日郑
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首次发车，标志
着郑州沟通世界的国际铁路物流大
通道由此打通，河南省将成为我国中
部、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货物的主要
集散地和中转站。

“非常 4+2”位置引擎筑梦，
置业未来

得中原者得天下！
这是一句古话，主要说明中原腹

地重要性，现在看来，应该是：
“居”中原者得天下！
随着以郑州为核心展开的“非

常 4+2”交通体系的完善，随着郑州
以交通为支点拉动的全国瞩目、亚洲
瞩目的经济建设亮点，直接奠定了中
原地产稳步、健康发展的基石。

很多人在探求一个问题：为什么
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楼市频振涟漪
的时候，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楼市没
有随波逐流。

位置，除了位置还是位置；地段，
除了地段还是地段！置业的人如是

说。放在中原大交通枢纽的时代今
天更是如是说！

无非购房看的是居住、置业的街
区小环境，另一个看的是郑州市内交
通沿线，乃至郑州市到中原城市群发
展的大环境。

“居”中原者得天下！
看今日之郑州，向南航空港、经

开区大区域定位，到华南城、华商汇
等大商贸物流的落定，围绕在他们周
边的整个区域的生活置业配套。向
西，直接贯通郑州、洛阳两市，结合郑
上新区的论证提出、五洲城等大鳄的
入驻，又将开启西区新篇章。向北，
直接越过黄河，城际公交直达新乡、
鹤壁、安阳一线。向东，郑汴一体化
已经从 0371 的通讯号码上“融城”一
体。

看，经郑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的《美丽郑州建设规划（2014—
2020 年）》，绘制了郑州美丽的蓝图：
未来 7 年，我市将以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提高水系水体水质、构建绿色屏
障为主要抓手，努力构建“天蓝、水
清、地绿”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最终实
现宜业、宜居、宜游的美丽郑州建设
目标。

据介绍，美丽郑州建设规划总面
积 7446.2平方公里，建设“日程表”分
为三个阶段：全面建设阶段为 2014~
2016 年，全市水面面积 73.22 平方公
里、建成区绿地率达 36.1%；深入推进
阶段为 2017~2018 年，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 12 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到 34%；完善提高阶段为 2019~2020
年，郑州市城区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

“居”中原，得天下！
有“非常 4+2”的引擎在，置业中

原，就是筑梦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