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上很用心，智慧城项目作为正
商在南龙湖区域的重点布局项
目，总占地面积3000余亩，其中
2000余亩作为社区周围的运动
场、公园绿地等五大主题公园配
套，投入资金3亿元，成为南龙
湖最美的公园，正商集团用实
力、诚意和匠心，赢得了所有购
房者的信任。

同时，为了给业主以更好
的社区和居住体验，正商集团
在多个项目上邀请澳大利亚柏
涛团队、香港梁志天团队、上海
北斗星景观设计院虞金龙团队
等国内外知名设计团队，分别
对项目的户型、景观、装修等多
方面进行高标准设计，让业主
在细节之处，感受现代建筑的
灵动之美。

正商集团总规划师王继华
早年毕业于日本名校大阪大学，
曾担任日本株式会社IAO竹田
设计部部长兼中国区总经理，在
日本拥有将近20年的建筑设计
工作经验，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
声誉，产品设计出类拔萃，同时
王继华在精细化办公设计方面
的造诣，颇为深厚。2015年，王
继华通过专家引进加入到正商
集团的大家庭中，努力推进正商
的高品质提升和标准化建设，将
正商集团的产品逐步接轨至国
际领先水平。

风雨24年飘摇，正商集团
从1995年至今，已经成为一家
集地产、金融、医疗、物业等多产
业的跨国性综合集团，在正商做
过的每一个产品和每一项服务

中，正商人始终将业主摆在第一
位，将客户的需求放在最前沿，
将对产品的提升放在最重要的
位置。

正商集团在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着本土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在绿色环保、教育资助、社
会公益等多方面，一直有着持续
的投入，不断推动着社会和行业
的全面发展。

随着郑州城市框架的进一步拉
大，房地产建设作为城市发展中更迭
换代的重要力量，大量的工程建设和
施工，势必会在工地周围产生扬尘等
环境污染，如何将这些建设中的污染，
控制在工地之内，成为众多工地建设
过程中的重点命题之一。正商集团各

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都高度重视
扬尘治理工作，启航国际广场项目的
工地环保治理，就是正商众多在建项
目中非常典型的一个。

记者在启航国际广场工地现场看
到，在工地围挡之外，大门处的步道和
进出口，不同于普通工地的水泥铺设，
而是采用彩色金刚砂进行铺设，在增
加美观的同时，加强了耐磨、防起尘等
多项优势，工地外的街道，时时有洒水
车和环卫清洁车辆进行冲洗、清洁。
正在清洁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是正
商项目上的，门口围挡的道路全部都

是我们自己清理的，环卫工人对我们
这可放心，都不用他们操心打扫”。

在入口处，项目本身还布置了精
美的绿植形象墙，高大的围挡外围，更
是全部布置了绿色假草进行美化，启
航国际广场项目负责人卢红岩笑着介
绍，项目形象墙和围挡刚立起来的时
候，正值园博园开园期间，许多市民误
将项目入口当作园博园入口，“以为我
们这是个公园，还问要不要买票”。

记者进入工地内部，在入口处，有
项目的人员展示窗口等区域，记者用
手在平台位置和百叶窗上擦了一下，

没有丝毫的灰尘，“我们的保安师傅，
每天都会把入门区域，擦拭好几遍，即
使是在工地，也能保证这个区域一尘
不染”。

项目工地围挡上的喷淋装置是双
向的，对内预防工地内扬尘，对外预防
街道扬尘，同时增加项目周围的空气
湿度，据了解，围挡喷淋装置基本实现
全天喷淋，作为喷淋防尘的第一道防
线，工程主体上喷淋每天开放时间不
少于12个小时，作为喷淋防尘的第二
道防线，同时项目工地还引进了目前
港区唯一的塔吊喷淋装置，作为喷淋
防尘的第三道防线，形成三维立体交
叉喷淋作业。

项目负责人卢红岩介绍，在未开
工范围的扬尘治理，对所用扬尘网进
行抽检，每平方不少于800目，不达标
不进场，并将不诚信的供货商纳入黑
名单，定期取消或者永久取消在正商
集团竞标资格。

覆盖标准使用双层网连续搭接铺
设，搭接处不低于15厘米，纵横向每
隔1米，用一次性筷子连接，铺完后扬
尘网搭接处横看成线，纵看成条，裸土
一寸不留，黄土一粒不见，既达到高标
准防尘目的，又简洁、美观。

启航国际广场在扬尘治理方面，
先后获得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5月
份“扬尘考核考评”二等奖，在6月份、

7月份考评中，更是一举拿下扬尘治
理考评的“一等奖”，荣获奖金20万
元。

当制度确立起来之后，用制度来
加强项目管理，一切都将变得更加容
易。为了更好地进行扬尘治理，项目
施行每周三、周五两次的大扫除活动，
其中对于日常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由
专人负责堆放覆盖和清理外运，各层
监督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清理各
自楼层的尘土和部分建筑垃圾，建筑
主体的废水和沉渣会沿着专门的管道
流到一楼的沉渣池里，定期进行清理，
不造成其他区域的污染。

在施工区域的出口处，项目除了
配备全自动的冲洗设备以外，还专门
增设了一个手持喷头装置，自动喷淋
和手动细节清洗互补，由专人监督填
写冲洗报告，坚持“每车必冲，冲完必
净，绝不带泥上路”的原则，杜绝对外
围道路的污染，同时土方、建筑物料等
在场内转运、外运时必须做到全部覆
盖和密闭运输，一经发现违规车辆，立
马整改。

同时，降尘专员对于已经开挖现
场和铺设防尘网的区域，会用洒水车
进行洒水降尘，真正做到100%的湿
法作业，同时安排有11人的降尘机动
人员组，全员保持和扬尘做斗争的状
态，对于做得好的人员进行现场奖励，
对于不积极配合的人员，即时给予处
罚，处罚达到5次的工作人员，将被项
目公司立即辞退，将扬尘治理工作细
致化、日常化。

目前，正商启航国际广场项目已
经作为航空港区乃至整个郑州的工地
扬尘治理标杆项目，不仅在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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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商集团：用责任倡导绿色用建筑赞美城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俊池 文图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在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高度，从环境保护、排污治理、生态建设等多方面促进，其

中作为目前国民经济中最为重头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在工地施工的生态环保建设中，更是严防死守，将每一粒工地扬尘、每一块
城市建设中的泥土，锁定在工地之内。同时，成品房建设更是工程建设中，促进环保的一大重要举措。

在河南众多房地产企业中，正商集团作为河南房地产开发方面的领军企业，对于生态环保建设以及工地环保施工方面，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不仅以量占领市场鳌头，更以建设过程中的责任心，赢得购房者的肯定。

【大河看正商之七十九】

推广项目管理的经验和心得，更吸
引其他企业的项目负责团队，前来
学习取经。卢红岩说，项目的各项
管理要先树立制度，然后由人来监
督实施，只有制度得到落实和推广，

“即使再换个团队，换个人，整个项
目还是能做得一样好”。

将扬尘治理、工程环保建设作
为一件大事，这不仅是正商启航国
际广场单个项目的个例，7月，正商
书香铭筑项目获得扬尘治理“三好
工地”称号，项目单位获得奖励10万
元。目前，正商集团在所有开建的
项目上，都将扬尘治理作为工作重
点之一，为保护郑州的绿水蓝天，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正商集团作为
河南房企的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
自身的企业责任。

2017年，郑州市的GDP总量达
到9130.2亿元，增速达到8.2%，在全
国省会城市中排行第七位，郑州的
城市发展潜力正在进一步被激发，
作为目前中部最有活力和投资价值
的城市之一，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
口流入郑州，预计到2020年，郑州人
口将达到1245万人。

有人在城市生活，就要有更多
的居住场所。

此前，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6
厅局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
成品住宅的指导意见》：2018年1月
1日起，全省所有市、县新开工建设
商品住宅，全部要按照成品住宅设
计建设（不含4层以下住宅及单套面
积大于200平方米的住宅）。

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调
查数据显示，住宅装修平均一户将
产生2吨建筑垃圾，其中85%是可回
收再利用的资源。正商集团目前郑
州在建的住宅和公寓项目，都将以
成品房精装标准交付给业主。

正商善水上境项目作为正商目
前最为高端的“上境系”开山之作，
以每平方米7000元的标准进行装
修设计，当精装标准出炉的时候，一
时惊艳河南房地产市场，瑞士劳芬
的马桶、汉斯格雅的花洒、迪瑞的铜
木装甲门、旭格的系统窗、博世的烟
机灶具等，都是善水上境项目交付
的标配。

同时，作为正商“品质家”系列
的重头戏正商家河家项目、河峪洲
项目，同样采用精装成品房交付，为
的就是在建设和装修的过程中，减
少更多的建筑垃圾，同时以高标准
建设，给予购房者更多的便利，免去

装修的烦恼。
以滨河铭筑为代表的正商“铭

筑系”是正商集团的公寓产品，在产
品线中的定位为年轻商务白领，同
样采用成品房交付，为更多的新入
职白领提供优质的人居环境，提供
更低的居住门槛，同时减少购房后
入住前的家庭购置开支。

正商集团的产品，坚持以质量
和品质赢得市场口碑，家河家项目
在精细化建设施工方面，楼体外立
面采用多层防水和混合建筑体系，
在防水方面坚持选用上市品牌——
东方雨虹的产品，所有建筑材料和
施工单位，在经过多方面的“大比
武”之后，选择质量最为可靠的合作
方，为的就是避免出现质量问题，避
免业主后期维修再产生更多的建筑
垃圾。

以正商家河家项目一期2608
套，河峪洲一期、二期合计3492套为
例，粗略计算，正商集团这两个项目
以成品房进行交付，在业主装饰施
工环节，就减少了1.22万吨的建筑
垃圾。

做成品房不仅是市场的趋势，
更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在正商
人的心里，不仅要盖房子，还要为购
房者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房子，
真正将“品质生活到永远”的企业理
念，做到社区内的每一处。

“商道即人道”，这是正商集团
经营管理理念中的第一条，自2016
年正商高品质战略制定以来，集团
上下一致坚守，从源头的材料商供
应，到施工单位的选择，再到物业服
务的细节，正商人正用真金白银的
投入和一点一滴努力，来树立高品
质在购房者心中的标准，真正做到

“高品质建设、高品质配套、高品质
服务”。

对于正商人来说，都深刻明白
一个道理，只有质量过硬，才是正商
集团发展壮大、走得更高更远的不
二法门。正商家河家项目在面世之
后，迟迟没有推出装修标准，记者从
一位正商内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为了呈现给购房者最好的体验，拆
过两次，又升级了三次，才成就了现
在家河家产品的高标准，最终确定
清单中，仅是厨房的史密斯直饮水
系统，就价值6000余元，而这样的
例子，在正商集团内不在少数。正
商人始终愿意，将最精心打磨的产
品，交给每一位购房者，决不辜负市
场和业主对正商的信任。

为了社区内居民能够拥有更
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正商集团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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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入画河峪洲，河峪洲项目营销中心实景图

微风轻挠树梢绿，正商智慧城实景图

正商产品体验中心实景图

正商善水上境景观示范区实景图

正商红溪谷景观实景图

善水上境的标配——意大利迪瑞铜木装甲复合门

铺设双层防尘网的正商启航国际广场

正商是航空港区唯一引入塔吊喷淋装置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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