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人间四月天，春风又绿河之南。从 2016年早春落子郑州，位列中国地产第一军团方阵的融创中国（简称融创），在中

原书写“春天的故事”恰满三年。

这三年，是河南从中原经济区到“三区一群”战略叠加、走出出彩之路的三年，是郑州全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从一个内

陆省会变身对外开放新高地、高铁枢纽城市、“国际郑”的三年。

这三年，也是融创华北区域集团（简称融创华北）开疆扩土，与郑州共融、共成长的三年。短短三年，从象湖壹号单盘首开

郑东，到融创城、空港宸院等十几个项目遍布郑州东西南北中；从壹号系、府系、宸院系在郑州落地，到TOP系壹号院、城系、小

镇系各产品线齐聚中原；从惊艳亮相，到躬耕笃行，再到开发版图拓展至巩义、开封、洛阳、许昌、信阳……融创华北在中原硕果

满枝人丁兴旺。

这三年，更是融创华北进阶升级，与中原共创、共出彩的三年。短短三年，从造好房子，到造好生活；从“幸福家”理念，到

“有家、有生活、有知己”的“归心”体系；从读懂城市，到融入城市，再到引领城市……融创华北在中原，不仅仅有三年12+盘的速

度，有布局中原的激情，更有与城市共向上、共美好的初心，不断升级中原理想人居标准的匠心，创享温暖有爱生活方式的归

心，更有引领未来、臻于至善的臻心。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年，仅仅是一个序篇，在“中国家庭美好生活整合服务商”全新品牌主张引领下，深耕不辍、

匠心不息的融创中原，与站在全新历史起点的中原，携手奔跑在追梦、筑梦的路上，以美好，共未来。

深耕三年 融创与中原——

共融共向上 同创同美好

初心
融入深耕 与中原共追梦

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今有来中原，读
中国，阅世界。曾经，到南方去、到沿海去，
是中国企业的集体仰望；近 5 年来，随着众
多的国家战略和平台相继落地中原形成叠
加优势，特别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
州大都市区、跻身新一线城市所带来的巨
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一线品牌房地产
企业纷纷抢滩登陆。时至今日，中国地产
20 强企业已齐聚郑州，真正进入了“逐鹿中
原”时代。

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在
众多掷子郑州抢滩登陆的外来企业中，2016
年春日首入郑州，奏响“中原春之声”的融创，
委实是一家后来者。然而，融创之于中原，虽
则迟来，但是不来则已，来之有备，备之能战，
战之则胜，胜则深耕，后来居上。

察势者智，趋势者明。与融创华北的中原
战略相契合，也是在融创华北入郑的同年底，
郑州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朝着全国
城市中“塔尖城市”铿锵迈进，并由此开启了一
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高质量建设的全新时
代。对于初入中原的融创，这既给予它乘城市
快速发展东风扶摇直上的机遇，也带来了必须
以标杆性作品适应并助力城市高品质建设的
要求与挑战。

事实证明，有备而来的融创并未辜负中
原之期，时代之望。秉持区域聚焦和高端精
品的发展战略，融创华北在进入中原伊始，
坚持优势布局、严苛选址，布局郑州各大核
心区域，致力于在每一块有故事的土地上，
打造出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连接城市未来
的标杆建筑。

三年来，融创华北在郑州的布局步履铿
锵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 中 原 壹 号 院、大 河 宸
院、观澜壹号、金水府、御湖宸院、中原宸
院、中原大观、融创城、空港宸院等十余个
项目相继面市，项目遍及郑州东西南北中
各核心板块。

有心人会发现，以“至臻·致远”为品牌
理念的融创，在郑州三年的遍地开花，看似
挥毫泼墨汪洋恣肆，实则“形散神聚”，在区
域选择、项目选址上高度聚焦，河流、都会、
交通等，成为分布郑州多盘的文化注脚。与
此同时，每落一子，都在区域价值、产品定位
上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考量，依托所在城
市、所在区域的核心资源、人文精神、客户需
求，采取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方式，在每一
方土地上耐心打磨出真正与城市相融相合
的产品。

以位于索须河和东风渠交汇处、拥有双河
资源的千亩大盘大河宸院为证，为了更好地传
承千年大河文化，项目示范区从最初的一纸规
划，到最后的实景呈现，每一块路面铺砖、每一
块石材选材、每一处水景布置、每一处光线照
进的角度，无不精心考量。漫步于此，青翠的
绿地、厚重的青石，宛如历史长卷，水、桥、船的
空间主题，让建筑成为河岸的延展，富有历史
感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写意出河洛大地流
淌的故事……融创对大河文化的理解和敬畏
尽现于此。未来，大河宸院的示范区将作为城
市展览空间服务于公众。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最
好的时间，遇见了最懂的人，正是这种不负土
地的理解与尊重、不负城市的虔诚与敬畏、不
负时代的投入和用心，让融创得以迅速融入中
原，并以建筑为媒，和这片古老而常新的土地
谱写了一曲美好与共的恋曲。

建筑学家加里宁说：城市是一本打开
的书，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抱负。对于一座
奔跑在向上路上，风鹏正举、雄姿英发的

“郑中心”“国际郑”而言，尤其需要更高标
准的人居，彰显其作为新一线城市的实力
与魅力。

对于融创而言，每座建筑都蕴藏着它
对这座城市的抱负，每个项目都是对这座
城市的礼赞，都镌刻着融创对中原的初心
与情怀，理想与担当。在郑州，融创坚持不
复制要定制，为中原人民奉献精品好房子
的初心，从研发设计到工程建设，从建造流
程到材质选择，从建筑工艺到公共区域打
造，从入户门厅到机电消防……每个看得
见和看不见的细节都精准把控，确保让每
一个项目都成为城市的风景和名片。

壹号院系作为融创高端精品 TOP 系
品质之作，项目大都择址于城市的核心区
位，占据城市的独特资源。以中原为名的

壹号院，是融创的第十四座壹号院，项目
择址北龙湖如意中轴，秉承对稀贵土地资
源的珍视、敬畏，对塔尖人居标准的坚
持，循“九经九纬”礼序，力邀李玮珉、庄
镇光、任治国三位大师，分别担纲中原壹
号院的建筑、景观和室内设计，更配建高
端私人会所，首度引入中国 ONE 家族俱
乐部，契合高端人群生活需求和生活方
式。2018 年，融创中原壹号院示范区实
景呈现，荣膺 2018 亚洲十大超级豪宅，在
高端人居的世界舞台上留下了独树一帜
的中原身影。

府系产品则通过对城市有机发展、地
缘、文化、行为的聚焦和关注，用不断探索的
精神和对于品质的坚守，诉说城市理想生活
的新高度。瓏府择址惠济区贾鲁河与东风
渠双河湾畔，以东方雅韵的新中式居所与城
市自然相结合，近享城市繁华，退则豁达隐
逸，展现临水而居的从容和新中式的优雅；

金水府秉承“只定制，不复制”的原则，立基
东二环金水路优势地段，以摩天高度对望世
界一线人居，向“国际郑”表达敬意。

宸院系作品从择址到产品细节都匠心
营造，科学复兴“新古典”住宅文化，为城市
精英客户呈现传世宅院。大河宸院依千载
大运河，以融创宸院系落地敬献中原，臻考
精工美学、精琢幸福空间，致献中原人士的
自然诗意栖居。

壹号系产品在规划、建筑、园林等方面
匠心研磨，观澜壹号传承融创壹号系正统规
制，以全宽境大三居起步的洋房产品，拥揽
贾鲁河盛境，打造中央公园区壹号系私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这种对土
地文脉的尊重与敬畏，对品质的投入和匠
心，不仅成就了融创在中原一个又一个项
目的开盘即清盘的销售佳绩，更树起了融
创好房子、好品质的市场口碑，让中原理想
人居标准随之焕然一新。

三年，在时光中的定格，不仅仅有融创
华北为中原带来的好房子，更有温暖丰盛的
社区文化，有以爱与美好为内核的好生活。

为产品赋予精神属性，专注于为业主提
供居住的幸福感，使得它们具有情感和情
怀，这是融创所恪守的筑家之道。自 2017
年伊始，融创华北在郑州贯彻“幸福家”品牌
理念，2018年，又将独有的高端生活价值体
系升级为“归心”。归心，是覆盖业主全生活
周期的服务体系，致力于通过融创温暖社区
与贴心服务，使业主的日常生活、公共生活
乃至精神生活都能得到美好生长。

在这种以美好生活为最终目的的理念指
导下，创办运动类、亲子类等社群兴趣小组，
成为融创中原社区文化的一部分，海贝社、乐
活社、多彩社、枫叶社四大城市级社群活动，
真正倡导“陪伴、共融、志同道合”的融创式社
群文化，让每一位生活在融创社区里的孩子、
老年人、青年都享受有温度的品质生活。

海贝社用心关注儿童的成长规划。通
过丰富多样的教育课堂和亲子互动，让孩
子们快乐地成长学习，收获强健的体魄，更
收获美好的未来。每逢暑期，海贝社一年
一度的游泳课堂备受小业主欢迎，这是融
创中原“归心”社区中关注小业主的重要一

站。为期两个月的活动中，融创中原会聘
请专业游泳教练，根据宝贝的年龄、身高等
因素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水域进行游泳教
学，根据每一位宝贝的特点，制定循序渐进
的学习计划，让宝贝从不熟悉水、习惯水，
最终爱上水，真正享受游泳带来的乐趣。
此外，还有国学、绘画等社群活动，让孩子
们的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

乐活社传递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号
召业主享受运动的快乐，用默契的配合找
回邻里的熟络；更能以心底澎湃的热情，表
达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今年3月，融创中
原旗下八支项目代表球队组织了一场强身
健体、友谊第一的篮球比赛，展现出了“归
心”社区中温暖的一幕。篮球、足球、骑行、
劲跑等丰富的活动，让志趣相投的邻里们
找到生活中的球伴、运动场上的知己，让社
区邻里之间不再是熟悉的陌生人，让业主
感受人情社区、共享心中的美好，成为融创
中原美好生活最生动的演绎。

枫叶社是针对中老年业主群体成立的
社群，主张老有所乐，身有所依，心有所悦，
通过枫叶系列活动，和志趣相投的邻居在
一起，收获丰沛充盈的晚年生活。在融创
中原的枫叶社中，除了精心组建各式爱好

社群，还组织免费体检活动，邀请专业机构
为老人们进行精细检查，并对业主遇到的
健康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关注老人们的健
康需求，并给予健康饮食、健康习惯等方面
的建议，让业主真切地感受到了融创中原
所传递的美好生活服务。

多彩社则以邻里为核心，搭建一个个
兴趣平台，用意趣连接每一位业主，用有温
度的活动践行美好生活的理念，让志同道
合的业主在这里找到自己、找到知己，使平
常的生活拥有更多不寻常的可能。

此外，融创中原还成立了十二星座喜
辰会，每个月为业主举办生日会，让每位加
入融创中原大家庭的业主，都能拥有、享受
温暖幸福的时光。

从打造全产品生活周期，以善筑、安
守、心悦为核心导向的“幸福家”，再到“有
家，有生活，有知己”的“归心”，升级的是品
质和服务，不变的是对温暖与爱一如既往
地守护和传递。三年来，融创中原用点点
滴滴的“融创式美好”丰盈了业主的时光，
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归心故事：为业主创建4
大类社群，11个二级种类、22个社群总数，
举办 44场体验系列活动、400余场业主活
动，覆盖20000余人次。

臻心
升级进化 与时代共未来

星光不负赶路人。全年经济总量突破万
亿、全市常住人口突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突
破 10万元，上榜央视“2018—2019年度美好
生活指数最高的 1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榜
单”……三年后的这个春天，郑州已然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并全面焕新再出发：作为“一
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作为被国务院认定
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国家战略中担当重
任的中心城市，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未
来三年，郑州将全面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络，
以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和担当，引领区域发
展，跻身世界舞台。

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城市建设同行，历经
三年砥砺，风华正盛的融创中原也迈入了全
新的发展阶段。就在刚刚过去的 3月，融创
中国宣布品牌战略升级正式启动，将在坚持
以地产为核心主业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服务，
布局文旅与文化，致力于成为中国家庭美好
生活整合服务商。新的品牌战略之下，融创
中原也开启了从好向更好的升级进化之路。

产品方面，融创中原不断升级产品理念，
以领先的产品力、高于行业的营造标准，以及
满足美好生活所需的社区配套，打造融创“归
心”社区，引领行业产品标准和未来发展方向。

在管南主城商都新区中部，用地逾千亩
的融创城正蓄势起航。这是融创中原以“融
创”品牌命名的项目，集改善住宅、商业综合
体、一站式教育、颐养用地、文体休闲中心等
于一体，项目致力于“用一座城，改变一座
城”，建成后将让管南片区的区域面貌、人居
环境焕然一新。同时，运动场、健康跑道等多
元生活配套，让其成为可以服务业主全生命
周期的全生态万象都会城，也将让融创中原

“归心”社区温暖呈现。
产品进化升级的同时，融创优势聚焦、深

耕中原的战略再迈出铿锵步伐。在中原经济
发展的龙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融
创中原以前瞻眼光择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北港，匠筑品质人居空港宸院，项目总
占地约343亩，住宅约303亩，一期占地约94
亩，容积率约 1.74，绿地率约 38%，多维立体
交通环绕，医院、学校、商业等市政配套丰富，
以7~9层纯洋房品质，树立港区人居标杆，助
力宜居港区建设。

不止于郑州，在开封借势“郑汴一体化”，
承接自贸区的东风，迅速融入中原城市群的
历史机遇下，融创中原适时进驻这座八朝古
都。4月 13日，位于“郑汴一体化”战略核心
汴西 CBD的开封·宸院城市展厅正式亮相，
项目御揽中意湖（在建中）CBD 美景，以约
140亩版图，约 1.498的低容积率，按照古典
院落布局手法打造开封新宋风传承府邸。

此外，今年融创中原还将布局信阳、洛阳
等多个地级市，继续丰富和完善产品线体系，
进一步完善其深耕中原的发展战略。与此同
时，融创中原还将通过打造“归心”社区、深化

“归心”服务，推动“臻心行动”，专注营造匠心
服务，引领高端客群的生活方式。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一切的现在
都在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也都生长于现
在。现如今，中原正站在“三区一群”国家战
略高地，搭载四条“丝绸之路”汇入世界大市
场，融合“铁公机”贯南北连东西，奋力谱写中
原更加出彩的动人乐章，更美好的融创正与
更出彩的中原同追梦、共未来！

刘文良 李 莉

匠心
品质标杆 与城市共向上

归心
温暖社区 与生活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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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中原壹号院实景

融创大河宸院实景

以匠心打造品质标杆

海贝计划让小业主尽享亲水之乐

“有家，有生活，有知己”的“归心”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