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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从5到5+ 唯有正商超越正商

北龙湖华宅的样板为什么是“上境系”？
为什么是正商？对不少人来说，这是个难解的
分析题。其实，没有什么成功是轻而易举的，
今日“样板北龙湖”的举重若轻、闲庭信步，不
是灵光乍现、机缘巧合的偶然，而是“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的必然。

成就样板的背后，有掌舵者正商集团董事
长张敬国的全力而为、全情投入。“其实我们的
董事长才是‘上境系’的首席品质官。”谈起正
商在北龙湖的“底气和自信”，王继华颇为感慨
地说，“上下同欲者胜，董事长曾反复强调要

‘不惜一切代价，不用考虑成本问题，一定把上
境系做成具有代表性的高端住宅作品’，而且
有着理科生特有严谨勤勉的他经常参与方案
讨论，选定重点施工单位，而且每周不定期到
项目现场检查，发现问题即要求现场整改，这
种感召力让我们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有一种舍
我其谁的使命感。”

成就样板的背后，有企业硬核实力的高能
护航。在北龙湖，正商以“同期拿地，最先交
房”而著称。今年 3月底，珑湖上境不负业主
期待，克服疫情影响实现如期高标准交付，景
观园林、高端会所、成品房屋全实景生动完美
呈现。大部分业主并不知道，项目室内装修所
用的国际一线品牌来自 9个国家，所有商品均
需提前预付定金方可投产，全款付齐之后才能
发货，而正商早在去年就已经提前付款订购，
这才有了各种材料的如期到货；按照有关政
策，受疫情这个不可抗力的影响，项目延迟交
付，开发商可在一定期限内免责，但是正商急
业主之所急，想业主之所想，不仅高薪请人、专
车去接，还不惜成本在全面复工之前先行把工
人专车接到工地进行集中隔离，这才有了之后
的按时复工，项目高质量如期向业主呈现……

成就样板的背后，是不惜重金只为业主的
情怀和担当。品质官巡检时，发现珑湖上境室
内装饰用的木饰面有轻微色差，虽然质量完全
达标，而且非专业人士也看不出来这种色差，但
为了保证最佳室内装修效果，正商依然决定把
所有的木饰面全部拆掉更换，仅此一项材料费
就多出5000多万元；在正商“上境系”，有“马桶
中的劳斯莱斯”之誉的瑞士劳芬智能马桶不只
安装在主卫，而是三个卫生间同等配备，而且不
仅用在业主家中，就连会所这样的公共洗浴区，
同样使用劳芬马桶和德国汉斯格雅卫浴花洒。

成就样板的背后，是一支踏踏实实做产
品、对高品质有着坚定执念的团队。在祯瑞上
境，正商人历时 3个月、耗资 300多万元，寻得
五棵造型奇峻的日本黑松，并请专业园艺师修
剪、养护，只为三年之后最终定型；为了营造人
在花中游的美妙意境，正商人全国各地寻找生
长角度合适的弯杆紫薇，再用塔吊吊到园区栽
种；从一个灯带的柔和度到一块装饰板的反光
与否，正商人都会站在客户角度反复考量……
也正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才有了梁志天“正商
人对客户的真诚让人感动，只有和正商这样真
心想要做好产品的企业合作，才能有无可挑剔
的设计作品”这样的高度评价，才有了孙虎对
祯瑞上境景观示范区“呈现效果超乎预期”这
样的真心盛赞。

成就样板的背后，是在业主看得见或看不
见的地方都倾注同样的匠心。在善水上境，仅
入户门的定制门把手，供应商就多次现场实地
打磨，前后历经 5次修改；在祯瑞上境，设计师
专门赴福建寻找不同石材，对色度只差一到两
度的十几种石材分别上墙比对，最后选择采用
世贸白麻石材作为外立面，并且外立面舍弃打
胶采用了要求更高的钢条拼接工艺，只为营造
大气硬朗的外立面品质感。

成就样板的背后，是正商一以贯之的业主
至上的理念和真心。王继华告诉记者，祯瑞上
境特别在一户装修施工现场安装了高清摄像
头，将以在线直播的形式把室内装修的全过程
呈现给业主，未来还计划联合供应商，把橱柜、
地板等各种用材的生产过程通过视频展示给
业主，以公开透明的坦诚，真正让业主心中有
数，住得安心；即将交房的珑水上境，卫浴洁具
不再统一安装，而是交房后再按照业主指定的
时间安装，让业主用得放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时间从来不语，却
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曾经，在北龙湖，要不要
买正商的房子，是个判断题，那么，如今，买正
商的哪个项目，只是一个选择题。用执着诠释
初心，用匠心定义品质，样板北龙湖的正商“上
境系”，已成为正商人最大底气和自信，以此为
导引，从 5到未来的 5+，高品质建设动能澎湃
的正商，正驶向更辽阔的“诗和远方”！

刘文良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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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

以看出它的抱负，那么对于地产企业而

言，每一座建筑都是打开的书，从中可以

看出著述者的初心、抱负和情怀。

在中原，作为高端华宅汇集地，北龙

湖无疑是考量地产企业志向与实力的所

在。从曾经的“地王窝”到现在的华宅区，

聚光灯下的北龙湖，每个项目的一举一动

都备受关注。时至今年，北龙湖项目迎来

密集交付期，曾经一张张高大上的规划图

纸开始筑梦成真、实景呈现，当梦想最终

照进现实，企业也迎来了高手过招的最后

决胜时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浪淘沙，

愈见真金璀璨。相对于不少项目的忐忑，

在北龙湖五盘同开，且已经有两个项目成

功交付、第三个项目即将交付的正商，笃

定从容且底气十足。进驻较早、项目较

多、规模较大、成品房数量较大、工程进度

快、性价比较高、业内人士纷纷购买、集中

交房时间有保证、交房满意度高……有了

更多项目作对比与参照，目光严苛的北龙

湖置业者恍然发现，原来“正商上境系，样

板北龙湖”，已然从曾经的追求与目标，变

成了最真切的现实！

时间拨回至 2016年。彼时，对正商

在北龙湖的首开之作善水上境，业内和购

房者充满期许。面对期许，最好的回应是

用产品说话。作为正商在北龙湖的首作，

也是北龙湖第一个精装交付的项目，善水

上境没有对标项目、没有上限标准，于是，

从规划设计，到装修标准，再到工艺细节，

志在必得的正商一切都全力做到极致。

努力总不会被辜负。2018 年底，善

水上境用一张完美的满分交付答卷，刷新

了郑州人对正商的认知、对高品质居住体

验的认知，也为北龙湖华宅树立了标杆和

范本。

起笔即惊艳，开篇即出彩。之后，正商

凯歌高奏，以善水上境的品质标准为基本

遵循，并不断进化升级、臻于至善。截至目

前，正商在北龙湖已经有5个项目相继落

地，除了具有样本意义的里程碑之作善水

上境外，今年3月，克服疫情影响如期高质

量交房的珑湖上境也备受好评，10月底，珑

水上境即将完美呈现，迎来集中交付，更有

“上境系”集大成之作——祯瑞上境、丰华

上境大美可期。一花独放不是春，在北龙

湖，在群芳争艳的高端住宅竞技场，正商集

团“上境系”产品五子登科、五盘同开，像五

朵耀眼的金花，璀璨北龙湖，被业界称为

“正商的北龙湖，北龙湖的正商”，成为北龙

湖华宅区、“地王窝”的一种现象级存在，成

为北龙湖区域的引领、范本、标杆。正商人

以“用产品说话”的方式，打破人们对正商

产品的固有认知，从项目择址、规划设计、

大师团队、精装体系、匠心品质、物业服务、

生活圈层打造等方面，为整个北龙湖，乃至

整个城市的精装华宅，制定了特有的“郑州

标准”。

著名作家、生活美学家林语
堂说：“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
们深处在其中，却不知道自然在
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在
郑州，想体会林语堂笔下自然、艺
术、建筑融为一体的“最好”，不妨
到善水上境走一走。

橙黄橘绿的九月，交房后经
过春夏秋三季的善水上境，正如
秋日暖阳，散发着明媚却不刺眼
的光芒。漫步园区，大胸径银杏
树树叶微黄，有着刚硬线条的建
筑隐身于枝叶繁茂的大树后，呈
现出一种刚柔并济之美，沿着纯
石材铺设的路面向绿荫更深处探
幽，叠泉欢歌、飞瀑写意，野芳发
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碧草连天
的草坪与高低错落的林木疏密结
合，让人觉得建筑退而居其次成
为凸显无边绿意、斑斓秋色的风
景。走在园区，丝毫没有初秋午
后的燥热之感，有的只是“晴空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开
阔和诗意。

不唯善水上境，一以贯之的
高标准、高品质和好口碑，让五盘
同开的正商“上境系”，在北龙湖
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也让北
龙湖高端住宅在规划设计、精装
体系、匠心品质、物业服务、生活
圈层打造等方面有了全新标准。

成功的作品，往往都渗透着
大师的匠心。正商“上境系”从设
计之初，就集齐建筑、景观、室内
设计三大领域里的大师级人物：
建筑和景观规划聘请了全球知名
建筑设计企业澳大利亚柏涛建筑
设计公司担纲；室内装修设计则
由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设计大
师、荣膺众多国际大奖的梁志天
操刀；园林设计则力邀新山水理
论创始人，多次荣膺国际、国内建
筑大奖的山水比德董事长孙虎，
三位大师倾情投入，不仅担纲设
计，还多次来到现场指导，为“上
境系”注入了灵魂和生命，让“上
境系”不仅是建筑产品，更是城市
艺术作品；也正是正商大手笔的
投入，让北龙湖成为世界级大师
作品的竞秀场，把郑州的建筑设
计标准拉升至高档水平。

如果说就外在审美而言，不
同群体有不同的标准和追求，参
差多态乃是本源，那么，建材品牌
和装修标准则可高下立判。正商

“上境系”的样板意义，还在于为
北龙湖设置了“国际一线品牌满
屋”的装标。

意大利定制装甲入户门，瑞士
劳芬浴缸、智能马桶，德国博世整
体厨房系统，汉斯格雅花洒、水龙
头，德国博世冰箱、抽油烟机、燃气
灶，美国霍尼韦尔新风系统，德国
旭格三层中空系统窗，日本大金空
调，美国滨特尔净水系统……正商

“上境系”甄选 9国 23家国际一线
品牌匹配成品装修。正是在正商

“上境系”，众多中原居住者知道
了市场售价二十多万元的意大利
品牌迪瑞入户门；感受了德国汉
斯格雅雨虹系列的花洒；使用了
德国嘉格纳的洗碗机；接触了德

国博世的燃气灶和油烟机；体验
了法国罗格朗的可视对讲设备；
了解了意大利威乃达的橱柜。仅
以瑞士劳芬这一品牌为例，作为
英国皇室使用的品牌，劳芬的浴
缸、面盆和马桶多用于高级酒店
的总统套房或者华宅样板间，正
商“上境系”率先将其作为居家之
用，让中原的居住者从此也可以
体验更舒适的享受，也是在正商
首开先风之后，这些品牌如今也
得以在北龙湖崭露头角。

《中庸》有云：“致广大而尽精
微”，意即君子既要致力于广博深
厚，又要尽心于精细微妙。正商

“上境系”的样板意义，还在于它
深知：华宅不只是图纸上的精妙
设计、高档名牌的加持，更是落地
施工过程中的精雕细琢和极尽苛
刻。

初心在方寸，咫尺见精神。
在“上境系”，梁志天、孙虎多次赴
现场指导施工、研磨细节，每一处
细节都彰显出高标准、高规格、高
品质的产品打造能力和尽致尽美
的用心倾心：景观阳台的玻璃摒
弃了栏杆对风景的阻碍，大面积
全落地窗让社区美景尽收眼底；
户内新风系统地送风全屋全热交
换，保证宜居温感；为了良好的居
住体验，特别设置为侧吹风的中
央空调，用ABS塑料代替了金属，
避免使用中结露，同时，多功能空
调风口让回风口与检修口合二为
一，美观又方便；添加主动防御系
统，非授权人员即使成功尾随进
入单元大堂，电梯梯控系统也限
制其无法使用电梯，无法从大堂
内离开，就连步梯间也设计有单
向开启的门禁，只有业主用钥匙
方可开启；配备智能化家居可视
面板，从一键呼叫楼管服务到回
家、离家时的灯具开关，再到随意
控制的窗帘、新风系统等，每一个
家具均可智慧操控；在地下停车
场，车道的夜间灯光被特别设计
安装的格栅部分遮掩，车行其间，
只见光不见灯，避免灯光刺眼，确
保车主行车舒适安全……

房子，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
它还是家的具体形态；社区，不仅
仅是诗情画意的园林景观，也意味
着一个生活圈层、一种生活方式。

“上境系”的样本意义，更在于以建
筑空间为载体，链接美好、承载幸
福，为居住者打造“高阶生活圈”。

如同游泳池是高级酒店的标
配，正商“上境系”，配有泳池的会
所也成为北龙湖华宅的标配：在
被誉为“社区公共会客厅”的“上
境系”会所，除了四季恒温游泳池
外，健身房、活动室、瑜伽室、儿童
活动区等分区功能多样，还分别
配备专职教练，对业主进行免费
指导，更有书吧、咖啡、茶香、美食
氤氲出三餐四季好时光。更有高
净值人群的圈层活动平台“上境
会”，会员不仅可享受正商集团旗
下的海外医疗、热门旅游区域酒
店等服务，同时，还可参与每周不
同的主题活动，聚集高端圈层资
源，尽享缤纷多彩好生活。

罗曼·罗兰说：人类的使命在于自
强不息地追求完美。对于正商“上境
系”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北龙
湖区域，唯有正商能超越正商。

有了善水上境市场口碑和交房满
意度的双丰收，对于后续“上境系”产
品来说，“复制粘贴”成为省心、快速的
方法，但正商追求的并非是快速去化
的五个“流量盘”，而是要在北龙湖缔
造同根同生、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各
美其美的“五朵金花”。

如果说从 0到 1的善水上境，初步
让中原人见识了华宅的具体模样，那
么从 1到 5一个产品系的打造，则是风
格的标新与品质的进化。于是，从立
面外观，到园林景观，再到装修设计，

“上境系”让人们看到了五个风格各异
的作品：在善水上境，人们在起伏有致
的景观和建筑中感受到疏朗开阔的大
气；在珑湖上境，古典雅致中式园林韵
味浓缩在一条长长的连廊之中，不仅
为业主打造全季节、全天候温馨的 24
小时归家动线，更成为串联建筑与景
观的纽带，引着业主步入一条妙趣横
生、移步换景的“大观园”。

到了“上境系”的 2.0产品、处于北
龙湖中轴正脉的祯瑞上境，大面积的
幕墙体系取代了传统墙体，不仅给居
者带来极致的视野空间，也带来了宋
式美学的惊艳视觉，在这块北龙湖逾
百亩的住宅用地上，正商不仅为洋房
之间留足了宽约 25~28 米的间距，更
大手笔规划设计了总长约 130 米、面
积约 5000 平方米的中央景观花园。
在这里，孙虎以文化为魂，以山水为
局，引自然入城市，以高山流水的诗
意，峡谷奇石的粗犷，营造立体山水庭
院效果，更有 2500平方米的下沉式会
所，与周边景观完美交融。

在装修风格上，正商也摒弃复制，
不惜重金邀请梁志天多次来到“上境
系”项目现场，不断超越、持续优化，通
过设计的力量打破建筑的界限，使得
正商善水上境、祯瑞上境、丰华上境的
室内装修设计，虽然同样出自大师之

手，但每个设计方案都做到专属定制、
独一无二，每个项目的设计都拥有自
己的独特 IP。

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正商之
用心，利业主而不追求表面的浮华。在
北龙湖已经有两个项目交付入住的正
商，对高净值客户的居住生活需求有着
深刻的了解，并根据业主入住后的真实
反馈，对后续产品的各种细节进行了完
善升级，进一步提升业主入住体验。

仅以小小的厨房为例，就从内部
布局到细节打造进行了十余项升级：
为了减少勾缝，墙砖由善水上境的
300*600 的小墙砖，改进为珑湖上境
900*1800的大墙砖；业主反馈善水上
境纯石材的地砖油污渗透后较难清
理，于是其他项目厨房就换成了高档
抛釉地砖；为了保证厨房整体简洁美
观的观感，祯瑞上境、丰华上境的燃气
集中设置在一楼，厨房内仅留两个小
巧的开关，不见燃气管道和燃气表；橱
柜内部增加了灯光，水龙头变成了更
方便的抽拉式……

与此同时，根据业主的建议，在祯
瑞上境和丰华上境，入户大堂面积更
大，入户门门楣到顶；新风系统由地送
风升级为不易进灰的墙送风；木饰面
采用半开放漆面工艺，既有略微凹凸
的高端质感，又不至于藏灰，更易于打

理；别有洞天的地下室挑高 6.05米，双
层地下室设计刷新了居者对地下室的
认知；地下车库地坪由金刚耐磨砂换
成了水磨石混凝土，车位设计了线条
灯+铜灯两种灯光效果；为了尽量减少
噪音干扰，珑水上境空调室外机不仅
离居民更远，还做了专门的遮挡……

正商集团总规划师、首席品质官
王继华告诉记者，为了提升业主的参
与性和利用性，祯瑞上境在会所方面
也进行了全面升级，强化了儿童活动
区，增加了多功能厅，业主可以在这里
看电影、K歌、举行Home Party等，而
且随着越来越多业主入会，如今“上境
会”的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不少活动一
上线报名名额就“秒光”，未来还将鼓
励业主自主发起主题活动，为业主提
供资源共享的平台；还将与品牌商家
联盟，让业主享受更多的福利，目前，
正商在郑州东站东西广场设置了两个
城市展厅，将为“上境会”会员提供专
属的接待、休憩空间。

上无止境，臻于至善。从善水上境
的一鸣惊人，到珑湖上境的上境大成，
到珑水上境的大美可待，再到祯瑞上
境、丰华上境的臻于完美，从“上境系”
1.0到 2.0，传承的是用心和匠心，升级
的是居住和生活体验，呈现的则是在市
场淬炼中沉淀出的理想人居范本。

上无止境
从1到5 引领华宅品质再进化

上境大成
从0到 1 定义北龙湖华宅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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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均为正商祯瑞上境样板区实景

已交付的正商珑湖上境实景已交付的正商珑湖上境实景

正商祯瑞上境样板间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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