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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上午，周口市建筑工
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安钢正

商御湖宽境项目举行 2023 年新春
复工仪式。 图为复工仪式现场。

记者 李国阁 摄

□记者 李国阁

本报讯 截至 2 月 21 日， 已连续
到安钢正商御湖宽境项目看过 3 次的
川汇区李先生得出结论： 这个项目确
实不错，值得拥有，并确定选房签约。
据了解，从兔年春节到 2 月中旬，类似
李先生这样的客户接近 40 组，他们多
次看房，最后成交。

李先生等对安钢正商御湖宽境

的感觉是：此项目可靠 ，她像醇香的
美酒一样，越品越有味道 ，越了解越
值得拥有。

安钢正商御湖宽境位于周口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招商大厦西侧， 纬十
三路与北四路交会处东北角， 由安钢
集团独资开发，正商集团代建管理。

安钢集团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现
已成为产能超过 1000 万吨的现代化

钢铁集团，是河南钢铁企业龙头。 2022
年， 安钢位居中国企业 500 强第 312
位、中国制造业 500强第 144位。 安钢
金信房地产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在安
阳本土开发项目众多，当地家喻户晓。

正商集团是河南省头部房企，连
续多年荣获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
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河南唯一
一家连续 6 年上榜房企） 等荣誉；在
“2021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
100强”榜单中位列第 53位，在上榜的
河南房地产企业中排名第一； 销售额
和销售面积连续 10 年位居郑州市第
一；所开发 6个项目荣获国家广厦奖。

安钢正商御湖宽境产品定位为正商

的“宽境系”，与正商高端产品“上境系”
一脉相承，属于改善型、宜居型高端住宅
小区。 小区容积率 2.48，以 7+1、8+1的洋
房和 17+1的小高层为主， 层高 3米，主

力户型为 122平方米~144平方米。 去年
底， 该项目一期一批的 8栋住宅楼主体
全部封顶。

该小区全地下停车， 楼栋南北成
列、东西成排，路径以直线为主，规划
科学，给人以尊崇大气的感觉；户型除
有现代住宅的多室朝阳、动静分区、干
湿分离、南北通透等优点外，还具备正
商“宽境系”产品特点：阳台宽 2.5 米、
长 7 米，如此“宽境”阳台，视野非常开
阔。 小区采用地源热泵清洁能源集中
供暖，交房前统一铺设地暖管道，让业
主入住省心、温暖过冬……

“我们从今年 1 月份才开始宣传
销售，周口市民对我们的项目很认可，
一个多月的销售量超出我们的预期，
实现了‘开门红’。 ”安钢正商御湖宽境
销售经理申淑民对项目前景充满自

信。

向明媚春天进发
———周口中心城区重点楼盘新春销售情况扫描（六）

新春“开门红” 月售房 85套

探寻周口天明城的
硬核实力

□记者 曹丹

今年年初以来，消费市场一派欣欣
向荣，房地产行业也迎来了“小阳春”。

周口天明城项目正月售房 85 套，
销售额接近 6000 万元， 实现了 “开门
红”。 当前，楼市刚刚回暖，置业者还有
观望心理， 周口天明城却备受客户青
睐，其原因是品牌力和产品力两个硬核
实力相叠加的效应。

天明大品牌，实力毋庸置疑。 天明
集团成立于 1993 年， 总资产逾 128 亿
元，有中医健康、葡萄酒、城建等五大业
务板块。天明集团 2012 年落子周口，项
目择址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位于
周口市行政文化中央核心区域，地理位
置优越，市政配套齐全，且价位亲民，连
续几年单盘销售业绩在周口名列前茅。
天明城项目总占地面积 660 亩，分四期
开发，其中，一期：人和苑，二期：名门世
家，三期：名仕公馆，均已按时交付，深
得业主及市场信赖。

工程有保障，实力赢口碑。 2 月 20
日，周口天明城项目工地工程建设如火
如荼，天明城置业顾问张杰说：“现在每
天都要带几组客户来工地参观，好的工
程质量与稳定的工程进度，确实是我们
售房的坚强后盾。现在市民买房就怕烂
尾，我们项目 2023 年把‘保交付’作为
头等大事， 按计划今年年底可交房，切
实打消客户的顾虑。 ”

目前，周口天明城推出少量特价洋
房，价格为每平方米 6500 元起，有置业
需求的市民可到其营销中心详询。

春节过后销量持续走高

佳利地产“越老越红”

正月十五过后，，佳利地产售楼部依然保持高人气

□记者 徐启峰 文/图

本报讯 1 月份销售 76 套，2 月份
仅半个月就销售超过 50 套，正月十五
过后， 佳利地产售楼部里持续着春节
期间的旺盛人气，销量持续走高，这个
享誉周口楼市十数年的项目， 为什么
“越老越红”？

2008 年，佳利地产进驻周口，取得
中州大道至大庆路段文昌大道两侧

1200 亩土地的开发权， 成为周口第一
个“千亩大盘”。15 年来，历经周口楼市
风风雨雨，佳利地产稳步前进，子项目
幸福花开、金色东方、名门、首府等均
红极一时，后又落子示范区，开发建设
佳利曼哈顿，亦大获成功，至今拥有业
主 1.4 万余户，成为周口楼市一支不可

小觑的力量。
历年来，春节前后返乡置业高涨，

是周口市场的一大特点， 但是各个楼
盘的收获不一， 佳利地产的成功有其
独到之处。

一是周边配套更臻成熟。2022 年，
佳利地产一路之隔的颍河路学校经过

改扩建， 迎来秋季招生， 校园环境更
美、面积更大、师资更强，客观上让佳
利地产拥有了“名校”资源配置。 年末，
庆丰路（大庆路至八一大道路段）改造
完成通车，文昌万达广场开业，同样让
项目受益匪浅，交通更加便利，商业配
套更加完善。 可以说，这些民生项目的
不断建成投用， 让佳利地产吃足了周
口城市发展的红利。

二是稳健的经营策略， 为佳利地

产树立起良好形象。 近两年来，市内一
些楼盘频频崩盘，不乏国内一线品牌，
让市民置业信心大减， 许多不幸中招
者花了巨资却迟迟等不到房子， 欲哭
无泪。 佳利地产一直秉持稳健经营的
策略，全力做好已有项目，谨慎拿地，不
盲目扩张。 在周口楼市最红火的那段
时间， 这让她可能错失了狂飙突进的
机会， 但也为她度过楼市寒冷备足了
柴火。早在 2018年，楼市上涨的趋势还
没停下，许多房企加杠杆拿地，负债经
营，而佳利地产逆向而行，还清所有银
行贷款，轻装上阵。 时间证明了一切，
当楼市虚热退去，许多项目停工停产，
债务成了不能承受之重。 而佳利地产
却显得游刃有余，施工虽受疫情、环保
等因素有所阻滞，但整体推进良好，各
项目交房频仍，项目树立起“诚信经营”
的良好形象。 当今周口楼市，信奉“现
房为王”，期房难卖，但是佳利地产现在
主推的名门四期、首府三期，多数是期
房，仍然卖得不错，说明市民对项目是
认可的。

三是灵活的价格调整， 让产品始
终保持高性价比。 得益于健康的财务，
佳利地产在产品定价上较为主动，总
能根据市场形势快速调整， 比周边竞
品低上一些， 这种灵活打法在市场竞
争中屡试不爽。 “我们的产品定位是
‘市民买得起的好房子’， 从第一个项
目幸福花开开始，从来没有改变过。 ”
佳利地产销售经理黄威泉说。
高性价比、成熟配套、诚信形象，这些，
或许就是佳利地产春节热销、“越老越
红”的原因。

不负春光复工忙 两大品牌加持赋能 地热供暖品质一流

安钢正商御湖宽境深受市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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