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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临水而立，河是
流淌的幽思，连绵不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临水而望，河是影绰的钦慕，柔肠百转；“灯火万
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临水而居，河是温
暖的守候，明澈安宁。

优美河景并不止于古诗之中，亦不止于山野
之间。郑州之南，十七里河轻快蜿蜒，绕城而过，
它似一条柔软的银带，清风徐来，吹起一片水波
荡漾，如金线在银带中穿梭，成就大自然巧夺天
工的佳作。南水北调运河则是另一番风情：河岸
笔直，河水清澈，终日缓缓地、潺潺地向远方流
去，如一条璀璨的玉带，其势磅礴，其景壮观，奔
腾不息。

两条风格迥异却同样美好的河流之间，正商
生态城就生长于此，拥享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美
景，约 5000米河景水光潋滟，绿意盎然。生活在
都市，我们渴望上一刻感受城市的繁华与精彩，
下一刻就能拥抱自然与绿意。被两条美丽的河
流包裹、环绕的正商生态城，宛若置身一方半岛，
自然的屏障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嘈杂，酝酿出一片
宁静祥和。它能将城市匆忙的脚步放慢，在这
里，喧嚣的城市仿佛被按下“静音键”，熨平人们
内心的焦虑和烦躁。

在这片珍贵的土壤之上，正商的敬畏之心更
加强烈，欲将生态城的生活打磨得美好一点，更
好一点；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将这片生

态美景雕刻得精美一点，更美一点。
南水北调运河两侧绿化带各宽 200米，单边

长度 2.7 公里，占地面积约 1700 亩，由正商倾力
建设，这不仅是河畔绿化带，更是正商生态城的

“后花园”。在正商的精心雕琢之下，这里不仅有
绿树成荫，有草色青葱，有林荫小道，更有足球
场、网球场、健身步道等居民健身娱乐之所，生活
功能丰富。目前，运河东侧绿化带已基本建成，
运河西侧绿化带正在施工。

十七里河南岸被道路分割为四大公园，占地
面积共 500亩。这里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
衣”的苍茫禅意；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
遗世独立；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静谧
闲适。这些公园亦由正商施工，公园内河景与绿
意相映成趣，儿童游乐、居民健身等元素融入其
中，妙趣横生，目前已呈现80%。

从这悠悠流淌的河流里，从这散落满地大大
小小的公园里，从大片大片的青草地和郁郁葱葱
的木林里，不难品味正商生态城的诗情画意。这
是正商借助十七里河与南水北调运河的天然优
质水资源，以生态的名义匠心打造的水岸宜居生
活领地。这是缺水的郑州少见的“展张草色长河
畔，点缀花房小树头”的河畔水乡，是生长在公园
里的美好居所。俯仰呼吸，皆是宁静自然；目光
停留，皆是如诗风景。万景自然生长，润泽一地
丰饶。

自然风光固然美，水榭厅堂、花窗回廊里的
建筑风情亦不逊色，当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辗转
痴缠，相遇相融，自是良辰美景，赏心悦目。正商
生态城怀揣对土地资源的深情眷恋和人文追求，
竭力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探索和期许，将繁华
璀璨与静谧绿意悉数收藏，为城市精心营造一座葱
郁的“绿色方舟”。在正商生态城生态示范区，记者
近距离地感受到其中式风格的东方庭院。“庭院深
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雅致诗意，韵味
悠长，东方文化情怀尽现于此。从迎宾绿道到礼序
之厅再到禅思水院，层层递进，透露出正商生态城
将为居者缔造的禅意生活，静谧人生。

对此，张敬国明确表示，正商生态城的景观
造价将高于正商其他“品质家”系产品，每平方米
平均造价将近 1000元，且力邀知名设计单位，融
入生态、自然理念。在生态城占地约 110亩的两
个 首 开 地 块 ，容 积 率 低 至 2.49，绿 化 率 高 于
35%。正商不遗余力，只为由内而外，让居者感
受生态的温柔怀抱，品味自然的美好。“俯仰终宇
宙，不乐复何如？”

生态是正商生态城的标签与名片，却不是全
部。作为郑州城南大盘，正商生态城聚合生态居
住、主题商业、多龄教育、河流湾区、公园城市于
一体，建成后预计将交付约 4万户，容纳约 15万
居者，开发周期在十年以上，自成一方小天地，自
有一片大配套。

正商深谙居者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为项目引
进优质教育资源。据悉，生态城内将建设十余所
幼儿园、7所小学、4所初中、3所高中，在社区内
打造全龄教育体系，让居者免于孩子上学接送的
焦虑与困扰，为孩子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助力
孩子健康愉快地成长。

商业承载着都市人的幸福感，是在城市打拼
的奋斗人下班后的慰藉。无论是大型的商业综
合体，还是藏于街口拐角的格调小店，无一不为
生活增添色彩。正商生态城的商业配套集中于
小李庄站西广场，一站式满足人们吃喝玩乐购的
需求。归家再晚总有灯火闪烁，精彩生活即在门
前，无边繁华引人入胜。

以品质为基，以生态筑居，配套精彩生活。
正商生态城正唤醒人们对生活新的追求与向往，
给郑州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美好生活。

刘文良 龙雨晴

坐落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中心，纽约中央公
园是这座繁华都市中一片静谧休闲之地。这里一
半自然，一半尘世，一半风景，一半繁华，在匆忙的
城市步调中，酝酿一片舒缓天地。

海德公园是伦敦这个繁华大都会中难得的一
抹自然宁静，承载着无数人对公园生活的向往。
历史悠久的参天大树，宁静的小道，澄澈的湖面，
静静凫水的白天鹅，悠然荡漾。

东京新宿御苑位于市中心，绿荫环绕的和式
庭院与周围的摩天大楼形成奇妙反差。早春樱花
烂漫，夏日绿树参天蔽日，秋时红叶美不胜收，冬
日可赏白雪皑皑，四季皆景。

新加坡是著名的花园城市。这里草茂花繁，
整洁美丽，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花园草坪随处可
见，花香草绿，空气清新，人行其中，如在画中游。

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

天。郑州城市繁华之中，是否也存在这样一方乐
土，成就陶渊明笔下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跃现王维诗章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凡有等待，就有启程。
记者自郑东新区出发，沿东三环一路向南，途

经中华路行至郑州绕城高速，自轩辕故里站而下，
一路高架，畅通无阻，到达正商生态城艺术中心。
生态示范区内，入园便是满眼青翠，清新的自然气
息扑面，与文化气息浓郁的中式风格建筑相得益
彰，让人内心陡然宁静，宛若置身世外桃源。

这是本土房企正商集团怀揣对郑州这片土地
的深情厚谊，肩负提升郑州人居水平的企业责任，
在郑州主城区开发的大盘，占地近万亩，体量相当
于 4个正商智慧城；这是正商寄予厚望，定位为其

“品质家”产品系中“品质之王”的低密度筑梦之

所，容积率低至 2.49，建设用地远低于绿地、公园
等公共服务用地，河景绵延，烟波浩渺，美不胜收；
这是正商挖掘城市发展红利和区域潜在价值，倾
力打造的一座火车站区生态人居样板，在小李庄
站西广场再现一座集综合商业、高端写字楼于一
体的商业商务综合体，建筑面积百万平方米，弥
补区域商业、商务缺憾，打造郑南新的区域经济
增长极，让似锦繁华绽放于河畔桃源；这亦是正
商举 25 年厚积倾力打造的生态之城、人文之城，
积极引进本土名校资源，7所小学、4所初中、3所
高中、十余所幼儿园星罗密布，书声琅琅，文化气
息满溢社区。扎根郑州、深耕不怠，高品质建设
战略持续推进的正商又将给郑州人居带来什么样
的生活惊喜？

走进正商生态城，感受这片属于郑州的城市
花园、繁华中的诗与远方。

灯火万家城四畔灯火万家城四畔 星河一道水中央星河一道水中央
——探寻正商生态城的大美画卷

郑州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从京汉、陇
海铁路交会形成的铁路枢纽，到如今的国家中心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内陆开放高地，郑州的每一
步发展都和铁路密不可分，郑州诸多区域的崛起
也和车站的建设紧密相连。

1908年，郑州因京汉铁路开埠通商；20世纪
20年代，火车站商圈渐成雏形；20世纪 90年代，一
场闻名全国的商战赋予郑州“商都”新内涵。郑州
商业的发源地、主战场、风向标二七商圈与郑州火
车站关系密切。郑州站周边，总是商家必争之地。

2012年，郑州东站正式投入运营。如今，郑
州东站西广场及其周边高端写字楼林立，商务办
公人群络绎，楼宇经济鼎盛，代表着目前郑州商
务办公的先进水平；郑州东站东广场作为郑州高
铁商务区的升级版，正在建设成为郑州高铁商务
区的新高地、新热土、新蓝海、新高度。

2018 年 12 月，《郑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2016~2030年）》正式获得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的联合批复。郑州铁路枢纽客运
系统布局为以郑州、郑州东、郑州南、小李庄站为
主客站的“四主”客站布局。根据规划，设置南环
联络线接小李庄站线路工程，满足郑州枢纽“客内
货外”功能需要及京广、陇海普速客运经环线进入
小李庄车站，京广、陇海普速客运不再占用铁路枢
纽城区内京广、陇海线及郑州站线站能力。

小李庄站——这座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南曹乡，矗立于京广线边已有近百年历史的不甚
起眼的火车站，正式升级为郑州主客站，为郑州
管南片区发展插上快速腾飞的翅膀，迎来管南重
大发展机遇。

据了解，小李庄站位于南四环、郑新快速路、
绕城高速、机场高速合围区域，这里北接管城回
族区、南接龙湖、西接二七新区、东接滨河国际新
城，且位于郑州主城区与航空港区衔接的重要地
段，依托其交通区位与生态优势，承担着服务周
边区域的职责，承载着郑州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的
过程中点亮南城繁华的重要城市功能。根据管
城回族区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小李庄站将

“坚持规划引领，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对新火
车站周边区域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布局，高站位
高起点完成规划设计，建设‘站城一体’的生态宜
居示范区”。预计建成后数年内，小李庄车站年
客运量将突破 2600 万人次，成为带动东南区域
迅速崛起的“强大引擎”。

细看小李庄站的建设规划，同如今的郑州东
站十分相似，同样分为东西广场，其中，东广场前
规划人工湖，主打商务功能；西广场除商务地块外
还有部分居住地块，将围绕小李庄火车站打造集商
务、商业、居住为一体的商都核心区。正商生态
城、正商智慧城、绿地公园城、富田城、融创城等大
体量项目环伺周边，未来预计将居住50万人口。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小李庄站的规划落地为

南部片区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未来将成为整
个郑州南部片区发展的大动脉，引入大量的人
流、物流，带来巨大的人口、经济、城建投入。区
域面貌的改变水到渠成，相关配套建设将不断完
善，地铁线路的规划将大力倾斜，繁华、高端的商
业将不断导入，小李庄站将拉动郑州南区从三环
到四环的发展跳跃，进一步承接郑州主要居住核
心区的功能，被打造成为郑州的新名片、新窗口。

正商生态城正位于小李庄站西翼，正商承担
起小李庄站西广场的建设重任，将建设一座商
业、物流、楼宇经济综合广场，下沉商业直接与火
车站联通，打造复合型车站广场。车站配套即是
生态城社区配套，车站资源即是社区资源，车站
繁华即是社区繁华，车站红利即是社区红利。

东起豫兴路、南接绕城高速、西临南水北调
运河、北临十七里河的正商生态城地理位置四通
八达。南四环向东贯穿机场高速，连接京港澳高
速；向西连接京广快速路、大学路和嵩山路。京
广快速路是郑州南北方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北
到连霍高速，南至南龙湖。郑新快速路、紫宸路
迅速连接郑州主城各核心区域，中华路直通东三
环，项目邻近轩辕故里站和东三环南站两个高速
口，且可快速通达郑州二七区、中原区乃至荥阳
等地。

区域资源禀赋，交通站位优越，正商生态城
未来价值可期。

正商生态城景观示范区绿草如茵正商生态城景观示范区绿草如茵

品牌护航：“品质家”中的“品质之王” 车站升级：“站城一体”生态宜居

生态筑居：给您一方“绿野仙踪”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正
商生态城而言，其核心价值，即是“正商”
二字。

正商，意味着值得信赖。行事低调、脚
踏实地、稳若磐石、安若泰山，这是许多郑
州人对正商发自内心的评价。这源自于这
家发轫于郑州、发展于郑州、发达于郑州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 25年来对口碑的珍视，对
郑州这座城市、对郑州的每寸土地满怀的
深情、热爱、敬畏与感恩。

对于许多外来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
郑州只是其地产版图扩张中的一部分；而
对于正商而言，郑州几乎是全部，是全情的
投入，是不计成本的付出。树高千尺也忘
不了根。在正商的笔触下，无论是早期的
房地产住宅项目“北云鹤”，还是声名鹊起
的“四月天”，及至后来的“港湾”“钻”“谷”

“城”等系列作品，以及正商高品质建设的
结晶：正商书香华府、家河家、河峪洲等“品
质家”系作品，乃至善水上境、珑水上境、珑
湖上境、祯瑞上境等代言正商高品质建设
的“上境系”作品，无一不是正商人躬耕陇
亩所结出的丰硕“正果”。漫步于郑州的任
何一个区域，俯拾皆是正商项目，无论购房
者的需求是刚需、刚改，还是多次置业的品
质型改善，抑或终极置业，在郑州，总能找
到一个正商项目与购房者需求相契合。

不仅以多取胜，而且好评如潮。以拿
地快、规划快、报建快、销售快、建设快、交
房快著称的正商，每年都有大面积的社区
交付已是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正商的项
目交付都进展顺利，超乎业主期待，获得点
赞无数。不仅在商品房建设上精益求精，
正商在安置房建设上也有口皆碑，正商智
慧城的安置房崔垌社区在建造品质、景观
园林营造、社区配套服务等方面都可与商
品房组团媲美，成就郑州安置房社区建设
的一段佳话。

作为懂郑州、爱郑州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之一，正商的本土情怀已成为企业的深
刻烙印。正如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所
言：“郑州是正商的母体，是正商的摇篮，是
正商的源头，是正商的主战场。不管正商
走多远飞多高，正商的总部设在郑州不会
改变，正商扎根郑州、深耕郑州的发展战略
不会改变。”

自成立以来，“品质”一直是正商的使
命和初心。创立伊始，正商就提出“正商地
产 品质体验”，2009年，正商的企业理念、
企业精神、品牌口号进一步提炼为“品质生
活到永远”；2013年，随着客户对生活品质
需求的不断提高，正商全面启动品质提升
战略；2016年，正商将高品质战略内涵扩展
为“建造高品质、配套高品质和服务高品
质”三方面；2019年，正商首席品质官、首席
客服经理制度实施，将品质流程体验系统
化、优化、深化，高品质建设走向纵深。新
故相推，日生不滞。对正商集团而言，高品
质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正商
集团，“品质至上”已经成为一种企业文化，
人人追求高品质、人人建造高品质、人人服
务高品质蔚然成风。

正商的高品质，不是概念、不是口号、
不是形式，而是水滴穿石、精卫填海、愚公

移山般的执著，是无止境的“自我革命”。
近年来，随着正商集团的蓬勃发展，其在项
目上也不断提高供应商准入门槛，尤其是
在装饰、景观、门窗、车库地坪选取、消防、
智能化、外立面等供应商队伍的选取上，淘
汰缺乏品质保证的品牌，同时，大量引进国
内外先进的方案设计单位，结合项目的总
体定位、地域特色和客户群体的需求反复
进行深化、细化，进行一丝不苟的耐心“打
磨”，优中选优，大大提升了设计的质量、深
度、精细度和标准化程度。此外，正商标准
化建设卓有成效、产品线日渐清晰，全面推
进智慧社区建设，全力打造高品质配套，用
心践行高品质，让每一个正商项目经得起
时间、市场与客户的检验。

如今，已然根深叶茂、硕果满枝的正
商，依然在高品质的路上永不止步、求索不
已。在张敬国看来：“高品质建设，现在只
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今后的作品要
持续不断地迭代升级，一个比一个好，一个
比一个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正商生态城，便是这样一个“更好”的
项目。作为正商集团在郑州主城区开发的
第一大盘，正商在生态城上倾注了无数心
血，寄予了诸多希望和厚爱。张敬国将其
定位为“品质家”系中的“品质之王”，其倾
力投入的决心可见一斑。这意味着无论是
产品设计还是选材用料，无论是施工建设
还是配套打造，生态城都将采用目前“品质
家”系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为郑州人再现
一个高品质生活样板。

舒适而静谧的园林，肆意而放心的玩
闹，在正商生态城，老人悠闲的脚步、孩子
嬉戏的笑脸从来不会被突如其来的车辆打
断，司机也不用再为突然出现的行人而烦
恼。这得益于正商生态城人性化的人车分
流设计，让小区完全隔绝车水马龙带来的
不便与隐患。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城的人
车分流将行人与机动车完全隔开，机动车
全部停于地下，就连非机动车也被考虑在
内。项目在地下设有非机动车停车位，而
停于地上的非机动车也仅能行驶于小区外
环。正商贴心地将社区外环道和内环道设
置高差，行人拾阶而上由内环步入小区归
家，非机动车则只能停于外环。

一扇扇明亮的窗，阳光满铺，明亮美
好，却隔绝了外界的嘈杂、严寒与炎热；一
扇扇坚固的入户门，质感与性能并存，带来
让人放心的安全防护。据悉，正商生态城
全面升级建材标准，采用三玻双中空断桥
铝合金窗，保温降噪、节能环保；钢木复合
入户门+智能指纹密码锁，重重防护，带给
居者更好的居住体验。

入户大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
归家体验。正商生态城公共区域的装修品
质亮点繁多。地上、地下双大堂高标准精
装修，华美敞亮，质感扑面；地下车库装修
标准更是向正商高端人居代表作品善水上
境看齐，金刚砂耐磨地坪采用超洁亮工艺，
各项装修标准全面升级。

在正商生态城，新亚洲风格建筑不失
传统的文化精髓，又富有时代气息，外立面
采用部分石材+仿石材涂料，韧性好、耐老
化、保温防水性能好，匠筑历久弥新的百年
住宅。

近三年，正商交付的社区多数实现WiFi
全覆盖。在体量如此之大的正商生态城亦
如是，不仅如此，正商生态城智慧社区全面
升级，让业主随时随地享受信息化的现代
生活。此外，项目处于双河畔，享无边风
景，却也无法避免蚊虫较多的问题。细心
的正商想业主所想，在社区内设置充足的
灭蚊灯，避免蚊虫侵扰。同时，生态城内将
铺设夜光弹性跑道等健身设施，在小区内
夜跑、散步、游玩，乐在其中，生活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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