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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建业·J18城市展厅
正式开放。作为建业集团逐梦中原
的全新形象标杆，建业·J18以潮流
商业、艺文中心、品质住宅等丰富的
生活配套，构筑城市繁华之上的全
新生活凝聚力。秉承可持续发展的
使命，这一次，建业为改变城市生活
方式而来。

建业26年 突破自我荣耀前行

建业集团成立于 1992年，历经
26年深耕厚植，成为涵盖房地产开
发、物业管理、教育、足球、酒店、商
业、现代牧业、文化旅游、嵩云科技、
艾佳家居等业务板块的大型现代化
企业集团。肩负先进生活理念的倡
导者和引领者的使命，26年布局中
原 18城，完成 190余部作品。在飞
速发展的都市中，建业不断突破与

创新，打造文化生态综合体——建
业·J18，以推动城市生活方式的革
新。

城市价值新生 以万变应万变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米”字形
高铁一路狂奔，代言中国速度；中原
城市群，撬动万亿基建，经济总量位
居全国第四位；郑州机场货邮吞吐
量跻身全球前 50强，一座航空新都
市正在崛起。城市中心所向，世界
人才汇聚于此。2030 年郑州人口
将达1350万，GDP达 2.5万亿，释放
无限经济活力。有见识、有视野的
新中原人，正在创建崭新的国际化
郑州。建业·J18深度思索万变城市
与人群需求，跨越感官和审美的升
级体，以万变姿态创造万变生活。

建业·J18 献给渴望改变的你

建业·J18 诞生于郑州国际文化
创意区，南临郑开大道，西距郑州中
心 25公里，东距开封中心 35公里。
汇聚英国、荷兰、日本、泰国及我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最具创意设计
师，集世界顶尖视野和智慧结晶，打
造约 105 万平方米文化生态综合
体，营造国际、生态、文化、时尚的品
位生活。 （张承民）

建业·J18城市展厅正式开放

□本报记者 王军伟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居标准也
历经多次革新。在美国、日本等房地产
发展较快的国家中，成品住宅的规划占
比达 90%以上，在中国北上广深等一
线城市，成品房也已经占到市场 80%
以上。

2017年 8月，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七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成品住宅的
指导意见》提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除 4 层以下住宅及单套面积大于
200平方米的住宅之外，全省所有市、
县新开工建设的商品住宅，全部要按照
成品住宅设计建设。

国内外住宅产业和国内一些成品
房先行城市和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发
展成品住宅对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提升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纵观
国内外，成品房已然大势所趋。那么，
谁能代言中原，同步国际高阶生活呢？

从先行者到引导者
亚新成品+，高定公馆系

亚新是中原地区较早实施成品房
战略的房企，作为行业先行者，亚新依
托精湛的成品房大师团队及自有研发
中心——成品房锤范基地，目前已形成
完备的“成品+”体系：

智慧+：七彩芯 APP，贴心智慧管
家；

舒适+：符合中原消费者生活习惯，
全程人体工程学设计；

省心+：全面质量把控，全生命周期
的一体化服务；

健康+：全方位健康保护体系；
安心+：24H×全空间的安全防护

体系。
5大建造标准体系、288 条质量验

收标准、319项成品保护要点、超 3000
条质量控制条例……矢志匠心，数年砥
砺，亚新“成品+”已成为中原成品房建
造的新标准、引导者。

亚新21年最高端产品线，在醇熟美
好系的基础上再次深研产品细节和客
户服务，以世界新奢潮尚的生活方式和
国际领先的成品标准打造“中原新奢成
品产品线”，致献影响中原的高阶新贵。

第一朵花：一席茉莉定龙湖

亚新公馆系开山之作——郑东龙
湖·茉莉公馆，联袂加拿大西迪国际、澳
大利亚柏涛和香港 CCD（郑中设计事
务所）、龙信建设集团等全球知名大师
团队悉心匠造。

2018年 7月 29日，在中原第二届
成品住宅高峰论坛上，亚新·茉莉公馆
荣获河南省成品住宅三星示范项目。
星级评价标准是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指导河南省成品住房研究中心
建立的一套品质认证体系，三星为最高
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着重从空间功能、
部品材料、人机工程、室内环境、成品质
量、提高与创新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第二朵花：阅遍世界 心归紫藤

亚新公馆系又一钜作——郑东象
湖·紫藤公馆，特邀澳大利亚柏涛建筑
总工程师——邵鑫、山水比德创始人兼
首席园林设计师——孙虎、台湾室内设
计大师——唐忠汉，三位大师巨匠联袂
打造，纯粹大平层作品高定郑东。

在成品打造上，不断汲取公馆系的
匠造经验，兼具工艺完善与品质提升的

更高要求，臻选国内外一线高端品牌，
并由大师巨匠精细化施工，整体呈现出
国际化兼具东方人文气质的美学大作。

第三朵花：海纳世界的中国厅棠

亚新公馆系醇熟力作——郑东经
开·海棠公馆，以打造中原人居新名
片——中原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与西方
形质创世融合为基础，携手香港CCD、
北京奥雅、上海日清建筑设计事务所等
大师团队，在“郑州自贸客厅”滨河国际
新城，打造符合现代审美和居住需求的
国际化人居建筑经典，共同镌刻一段建
筑传奇。

从郑东龙湖，到郑东象湖、郑东经
开，从茉莉公馆，到紫藤公馆、海棠公
馆，我们窥见的不止是亚新公馆系布局
的王图雄心，更是引领中原、造福中原
的本土情怀。

从新奢引领到产品引领
亚新公馆系，三花耀中原

在愈来愈国际化的郑州，市场也趋
于成熟，面对更高阅历、更高层次的高
阶新贵，如何赢得他们的青睐？

答案是：唯有更惊艳的产品力。
高端纯粹大户，高定圈层荣耀。只

有同一圈层的人，才能相互读懂；只有
同一高度的人，才能同坐论道。为圈层
的纯粹，亚新公馆系摒弃中小户型，起
步约140平方米，主力集中在160平方
米-180平方米，以纯粹大户段位打造
高端社区，臻造更奢适的生活体验，只
为少数人“高定”。

千筑一面的时代，世界立面潮领中
原。在浮华与同质化盛行的年代，随波
逐流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千筑一面的住
宅占据着中原市场主流，舶来品般的复
制粘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风格。

亚新公馆系将新奢主义与高阶审
美两厢融合，以新中式建筑复兴东方文
化自信与传统居住审美（茉莉公馆）、以
铝板材质的公建化外立面（紫藤公馆/
海棠公馆）彰显现代与时尚，从多个维
度展演华美篇章。

花树浓荫、仪仗礼序，公馆家人的
归家仪式。缘溪行，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醉倒了多少文人雅士。缘起东方的
隐逸生活理想，都会秘境诗意呈现。

在园林与建筑的整体融合中设计
以迎宾水景、社区景观主轴、主题花园、
下沉式庭院、入户庭园等立体景观，缔
造出“只见林苑，不见墅馆”的情景体
验；又与林荫下的灌木花丛交相成趣，
恭迎主人归家，威仪肃然中不失芬芳优
雅。漫步中轴线上，一目一景，一景一
境，天人合一画境天成。

关怀家庭、关照内心，从拥有奢华到
感受奢适。在室内空间打造上，亚新公
馆系从尺度、舒适度、生活方式三个维度
进行新奢生活方式创造：尺度上，从满足
基本需求到追求奢适需求；舒适度上，从
功能性空间到享受型空间；生活方式上，
从能住多少人到能容纳多少生活。

不仅是奢华的拥有，亚新公馆系更
加注重真切的生活感受。

拥有独门独户的规制，是为了感受
安全私密的出入礼仪；创新玄关收纳，
是为了观赏“藏的艺术与显的格调”；中
西双厨，是为了体验世界新奢、感受家
庭荣聚的和谐；社交客餐厅，设置家庭
HUB空间，是为了家人好友亲切交流；
多套房设计，是为了关怀每位家庭成员
的需求；套房主卧全系户型配备浴缸、
步入式衣帽间、5件套卫浴，是为了让主
人的起居更加尊贵、优雅、享受。

国际标准、名品奢装，丰沛的科技配
套。汉斯格雅、杜拉维特、蒂森克虏伯、
通力、卡德维、美国怡口、TOTO、西门
子、大金等知名一线品牌，呈现生活的
美学艺术。

亚新公馆系更有完备的标准配置系
统，如双向流全热交换新风系统、中央
空调温控系统、地暖系统、厨下直饮水
系统等生活科技配套，给家人365天健
康生活。

所鉴即所享，所见即所得。如今，新
奢主义已由理念变成现实。亚新公馆
系·茉莉/紫藤/海棠新奢样板间垂香绽
放！到底惊艳如何，还请一同鉴证。

不仅打造高端成品房，更倡领高阶
生活方式，亚新公馆系在产品规划上也
非常注重文化氛围和邻里圈子的构建，
每个项目高配的会所成为家庭空间的
延伸。

亚新公馆系·茉莉/紫藤/海棠会
所，以新奢家的志趣和追求为引，聚焦

“家人私宴、康体休闲、志趣雅集、高级定
制”四大客户关注板块，涵盖中餐厅、健
身房、恒温泳池、同步影厅、斯诺克等八
大功能分区，整合全系高阶生活元素，从
不同维度无限延伸新奢家的生活空间。

不仅如此，连同郑东高铁站·广晟
餐厅、亚新·龙湖壹号叁楼西餐厅，“一
馆五会所”布局大郑东高阶生活圈。“三
花并蒂开”致力于将家的空间延伸，家
人邻里结成圈子，在享受新奢生活方式
的同时，亦能感受公馆系纯粹的圈层与
邻里关系。

时代发展步履不停，城市升级征程
不止。目前，河南省的成品住宅发展尚
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之路任重道远。亚
新，以品质为基，以创新为辅，正在为房地
产业的健康、稳定和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匠心致远 产业升级
——亚新中原成品房标准践行者

绿地香颂携手赵雅芝，见证东方
院墅臻品样板间大美绽放

作为郑东稀缺的纯墅级别墅，绿
地香颂自面市就引起了全城的关
注。日前，二期升级之作院墅焕新亮
相更是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

8月 19日，绿地香颂携手赵雅
芝，共同见证了二期院墅“东方院墅
的世界观”样板间的正式绽放。

当天发布会上，赵雅芝从荧屏
来到香颂的舞台上，让大家一睹传
说中白娘子的风采。美人依旧，不
负优雅，一如绿地香颂不负全城期
待，为国际郑敬献一份诠释奢雅生
活的全新范本，体现一座城市新的
人居高度。

绿地香颂项目位于雁鸣大道与
高尔夫路交会处西北角，在城市向

东的趋势下，作为郑州市“后花园”
的雁鸣湖蓄势待发，世界 500 强绿
地集团顺势而为，以 550 亩私家官
邸打造片区仅有的全新“L”型稀缺
院墅，以注重东方美感为景观设计
理念，在空间格局上贴近传统街巷；
在审美观念上寻求同源本真；在日
常生活中探寻传统情怀。做到户户
有庭院，户户见天地，将传统山水观
融入现代生活方式，构筑中国人心
中的理想雅致院落生活。

当天，20余家媒体共同参观了
绿地香颂二期院墅样板间，打开中
式古典的院门，穿过庭院深深，映入
眼帘的是极具空间美学及生活流线
的大宅布局，从地下社交礼仪空间、
私人酒窖影院到层层露台的家庭公
共空间再到私密宽景居室空间的动
线设计，无一不勾勒出饱含雅致生
活意蕴的空间序列，让人感受了一
个集自然、优雅、私密于一身的美好
居所。

“东方院墅的世界观”香颂二期
院墅样板间正式开放，期待绿地香
颂为中原带来更多的美好。（徐苇）

邂逅一湾湖，不止是拾得一处
静美，更是涤荡一城喧嚣和内心浮
躁，让所有澎湃归于安宁，寻觅最初
的生活本心。

8月 18日，御湖宸院“融御知己
幸福归家”业主归家之旅暨二期新
品品鉴璀璨落幕，在湖一方，幸会一
段惬意盛会。

一场别致的归家之旅，汇聚中
原各行业代表、媒体代表、城市精
英、业主来宾，千人力证，共鉴二期

融耀盛放，湖光水色间，亲历御湖宸
院瞩目时刻。

关乎这场湖岸归家之旅，御湖宸
院始终敬呈品位，归家书享、食时归
家、幸福归家、邻里公约四大体验式
环节，为翩翩而至的宾朋奉上独具
湖韵的视触味享盛宴，知己比邻，启
程更美的湖居生活，阖家盛欢，尽享
难得的雅趣时光。

如果说依湖而居承载着高阶人
群的品位理想，那么御湖宸院二期
新品的到来，将再一次成为大多数
人的向往。

据了解，御湖宸院项目位于桐柏
路航海路向南 500 米路西，传承一
期品质的御湖新著，建筑面积 92平
方米-131 平方米二期新品惊艳郑
州，让人在自在从容间，拾得湖居真
意，亦为中原人居续笔新的篇章。

（徐苇）

融创御湖宸院二期新品惊艳郑州

8月 22日上午，中建交通建设集团
于郑州轨道 3号线 4标凤台南路站东
场区举行关爱农民工子女暨“金秋奖
学”活动。

活动现场，中建交通建设集团党委
副书记高笑霜发表致辞。他首先向取
得优异成绩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并向奋
战在施工一线的工友们、河南分公司以
及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表达了感谢。

随后，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

经济师马耀辉发表讲话，他表示，“金秋
奖学”旨在及时有效地帮助学生圆好上
学梦，乐观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
希望各位学子常怀感恩之心，回报社
会。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河南分公司党
委书记、执行董事杨福生表示：“坚持在
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一定会力所能及
的回报社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让更
多的年轻人脚踏实地、实现梦想。”杨福

生提出，感谢各级领导对中国建筑和中
建交通的支持，感谢各位工友们对中国
建筑的信任，并祝愿各位学子发奋学
习，积极进取，学成之后欢迎加入中国
建筑大家庭。

“金秋奖学”是集团公司关心职工
生活，关注职工子女发展进步的重要举
措，更是集团公司贯彻落实科教兴国、
人才强企战略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河南
分公司的爱心和企业担当。 （张霞）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举办关爱农民工子女暨“金秋奖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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