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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 动态

正商地产艳放四月

正商的四月小长假

清明小长假期间，正商华
钻举办了以“踏青烧烤、民艺联
欢 ”为 主 题 的 首 届 滨 河 文 化
节。正商红河谷在信阳正商红
河谷售楼中心举办了“正商红
河谷风筝彩绘大赛”。同时，坐
落于平原路与新八街交会处的
新乡正商城，举办了“放飞梦
想，拥抱春天，风筝 DIY”活动，
两天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客户前
来参与。洛阳·正商城 4 月 5 日
~4 月 24 日面向全城正式启动

“绿色健康骑行活动”，助力洛
阳市第 32 届牡丹文化节隆重举
行。荣膺 2014 年中国房地产百
强企业称号的正商地产，将一

如既往，坚持“诚实守信、勤奋
敬业、结果导向、精益筑家、客
户价值”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开
启洛阳国际化都市生活的绚丽
新篇。

鸿德塑钢窗热销

正商地产也关注的鸿德型
材凭借其节能、环保、隔音、气封
效果好、性价比高的特性，成为
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商热捧对象。

近几年，鸿德型材依靠其诚
信经营的品牌服务效应在南阳
市的社旗、邓州、唐河、西峡、内
乡、镇平等郊县区域市场获得
了不错的热销效益，市场反映
效果很好。

（何佳）

海汇中心战略合作商家发布会盛大举行

4 月 12 日，海汇中心战略合
作商家发布会于海汇中心品鉴
馆隆重举行。发布会现场，海
马地产招商部负责人白亚东集
中介绍了海汇中心主推的三大
产品：海汇中心商务写字楼、城
市豪宅壹号公馆及海汇中心精
品商业街。

海马地产位于高铁东站，
规划用地 126 亩，建筑面积 50
多万平方米，以商务写字楼为
核心，复合配置五星级酒店、酒
店式公寓、精品商业街、高端住
宅多元化商务配套设施。项目
分两期开发，一期 3 栋甲级 5A

写字楼、一条精品商业街，以及
临普惠路的 3 栋高端住宅和 1
栋酒店服务式公寓；同步推出
郑东新区稀缺的高端住宅——
壹号公馆。

发布会当日，即有近 20 家
知名饮食、休闲娱乐商家与海
汇中心达成意向合作伙伴。项
目建成后，人文书店、美食广
场、咖啡厅、大型生活运动类超
商都将出现在郑州城市的大门
口。海汇中心扼守在中原经济
动脉的心脏上，其将会成为真
正的城市会客厅，从而拉开改
写城市格局的巨幕。 （闫静）

楼市 推荐

郑西联盟新城样板间开放

楼市 沸点

冯长海

世界走遍 依然是赤子心

“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自豪
地说我是河南人。热爱河南、宣传
河南、投资河南、建设河南、回馈河
南，是我的责任。”谈起对家乡河南
的感情，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北京河南企业商会会长、
法学博士，诸多桂冠荣誉等身的天
明集团董事长姜明，开宗明义，开门
见山。“1996 年我去美国游学，其时
国人出国的较少，我因此时常被误
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或是中国台
湾人。当我坚称自己是中国大陆人
时，又被误认为是北京人、上海人。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堂堂正正、
不卑不亢地表明：我是中国河南人，
站不改名，坐不改姓，任何时候，我
都以河南为荣、为傲！曾几何时，河
南人被严重妖魔化，不少好心的外
地朋友劝我将名片中的‘河南’字样
去掉，都被我一口拒绝。理由很简
单，我是河南人，心是河南心！”

“河南人、河南心，”份量如千
斤的六个字，是融入血脉的爱国爱
家的赤子情怀！这就是姜明，一个
明道于心、践行于途、担责于肩的
河南人！

用行动助力河南经济发展，是
姜明爱家乡的拳拳之心！2002 年，
姜明在中欧商学院进修期间，个人
出资 80 万元，组织 80 多位企业家
前来河南考察，让全国企业家中的
有识之士了解河南、投资河南，进
而宣传河南。考察团受到了时任
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亲切接见。
2007 年 4 月 15 日，北京河南企业商
会成立大会召开，姜明作为在京豫
籍企业家的优秀代表，当选为北京
河南企业商会会长。连续担任两
任会长的姜明，发动会员企业在河
南投资近 380 多亿元；协助河南 8
个地市、县在京举办大型招商推介

会 13 场次；协助有关部门举办 20多
场次的河南名优品牌北京展销会，
既提升了河南产品在首都的品牌影
响力，也实实在在地树立了河南人
的良好形象，更带领北京河南商会
成为各地驻京商会中的佼佼者！

用责任推动河南城市建设，是
姜明爱河南的赤子之情！作为连续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姜明在每年一
度的全国人代会上，都为河南的发
展鼓与呼，为中原建设、航空港建
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治理雾霾、缓
解交通拥堵等建言献策，恪尽一个
来自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之责。

赤子心，不仅体现在姜明的河
南心，更体现在姜明将之放大到天
明集团的责任心。他说：“骨子里
的天明是责任、诚信。因为有一颗
对故土的眷恋责任，才能对‘人’心
存敬畏，才会让天明人知道如何做
人；而这份责任，又让天明知道如
何做事！扎根中原，服务中原，是
每个天明人铭记的使命！”

姜明从“心”开始思考的“企业
社会责任”，成为做任何事情都要
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行为准
则！在这个层面，走遍世界的河南
心开始升华，开始形成对自己负
责、对员工负责、对股东负责、对社
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心”思路。

商海横流 阔步在天明路

“做人一定要有敢想敢试敢闯
敢冒，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的大无畏精神。”采访中，姜明如是
说。

姜 明 生 性 果 敢 聪 慧 、有 勇 有
谋。正是这种勇者、强者的性格基
因，成就了姜明自己的事业基石，
也铸就了天明 20 余年发展壮大的

“定海神针”。
少时求学，“只能争当第一、绝

不屈居第二”的勇者性格便展现出

来。从小学二年级到大学毕业，直
至 2005 年在中欧国际商学院深造，
姜明无一例外地成为“班长专业
户”。在学校，无论是篮球、跳远，
还是下象棋，姜明都是第一，谈笑
中提及往事，他意气风发。

1993 年，邓小平南巡掀起的改
革热潮正在发酵，没有犹豫踌躇、踯
躅反顾，26岁的姜明听从自己“内心
的召唤”，辞去省体委准处级干部的
公职，婉言谢绝领导劝戒的停薪留职
退路，怀揣仅有的一万元，以破釜沉
舟的勇气，一头扎进了商海，开始了
不畏艰难、不惧失败的创业旅途，成
为省直机关辞职下海的“第一人”。

凭借“敢想”之勇、“创新”之谋，
二十年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姜明所
执掌的天明从一家单一业务的小公
司，发展为植根中原、远涉香港、阔
步全国的集团企业。旗下员工上千
人，业务涵盖广告、地产、投资、物
业、酒店、园林、互联网等多个领域，
坐拥 50亿元资产。

如今谈起当年的创业经历，他
豪情顿发，一如弱冠之年，“勇”存在
心间：我性喜挑战，做事从不拖泥带
水，我很自信，把姜明放到地球上任
何一个角落，都能开辟一块疆土、打
出一片天空、造福一方同仁。

站在天明二十岁的门槛上，姜
明再次做出大胆决策，果敢地提出
了“天明二十年，二次再创业”的口
号，并成功拓展投资新领域：与凤
凰网、优博集团签约合作，打造华
人领先的人居网；参股河南省红枫
实业有限公司，打造“中国植物第
一股”；入股河南中沃消防科技有
限公司，打造“中沃天明”中国防火
门业第一品牌……

谈及 日 新 月 异 的 商 界 革 命 ，
姜明感悟深刻地说：“美国柯达为
什么会由鼎盛走向破产？巨人的
倒下，无一不印证着发展倒逼转
型 升 级 整 合 ，创 新 引 领 时 代 发
展。腾讯就是很好的变革学习榜
样，不仅用微信革了自己手机 QQ
的命，还引起了中国移动、电信和

联 通 的 焦 虑 ……我想，现在腾讯
也在研究新的技术来取代微信。”
姜明认为这就是创新、变革、前沿，
若自己不革自己的命，就会被别人
革自己的命，天明亦要如此。

姜明一直以全球化视野、国际
化眼光，前瞻性地思考并审视天明
的发展。他说：“美国之所以能在
短短的 200 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强
国，就是因为它吸引了全世界最优
秀的人才和打造了世界最先进的
制度。今年是天明变革年，要开展
天明历史上最彻底、最坚决、最具
颠覆性变革。人才上要寻找最优
秀的人，真正把人才看做项目，把
员工当做合伙人；机制上要打造制
度的先进性，推进市场化与合伙人
制，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产业
上要由红海走向蓝海，研究开发移
动互联网新领域，围绕金融投资板
块、健康养老板块谋发展……从变
革中实现天明快速发展，实现百年
天明的伟大梦想。”

世界上有两种企业：一种是树
一样的企业，寒来暑往，参天大树；
一种是草一样的企业，春生秋止，
纤柔小草。“天明要做树一样的企
业，根深叶茂，基业常青”，谈及天
明未来之路，姜明言语铿锵。

商海横流方显天明本色，桑田
阔步才知天明之路。

肩担日月 恒心筑中国梦

在河南，姜明不算富有，天明的
规模和综合实力、盈利水平，算不上
前列，也从未登上过福布斯财富榜。
但姜明和天明的感恩行动，却名列河
南前茅：2009年“感动河南十大爱心
人物奖”；2010 年“中国慈善排行榜
100位上榜企业家”；2011年荣登“福
布斯中国慈善榜”的河南榜首……

姜明常常告诫自己：“从感恩

出发，从谦卑做起，做一个受人尊
重、受人欢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
人民的人。”

二十年来，天明将“奉献爱心
回馈社会 慈善公益 扶贫济困”写
进企业核心价值观，与慈善公益相
伴而行。1997 年，捐赠 1600 万元为
省会郑州购置 32 辆双层公交车，开
通“天明号”专线，结束河南没有双
层公交车的历史；1998 年，捐赠 50
万元在郑州市区修建“天明路”；
2000 年，捐赠 20 万元支持河南共青
扶贫示范村；2008 年，捐赠 500 万元
支持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同
年，捐赠 200 万元支持河南省志愿
者发展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建设

“思源天明中心小学”；2010 年，捐
赠 5000 万元支持河南教育事业。
捐赠仪式结束后，时任河南省委书
记卢展工、省长郭庚茂等领导亲切
接见了姜明。卢展工肯定姜明是
河南“侠商、义商”的代表……

总结天明的“感恩史”，为教
育、扶贫、赈灾等公益事业累计捐
赠逾 1.25 亿元，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姜明及天明人的慈善公益之心，回
馈社会之心，为实现中国梦贡献绵
薄之力之心。

在采访中，姜明动情地向我们描
述“中国梦”，他说，河南是中国的缩
影，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美丽中
国”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河南美
丽则中国美丽十有其一。立足河南，
为河南经济发展、河南人民生活质量
提高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是为中
国梦的实现尽了一份力量！

最后，姜明通过本报向河南、
向全国人民如此寄语：“天明作为
一家根植于河南 21 年的民营企业，
始终牢记要把企业发展与社会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和家
乡富裕紧密结合起来，把‘关注郑
州、投资河南、奉献中国’作为企业
发展的首要目标，为郑州航空港区
建设、为河南建设，持之以恒的做
一粒沙、当一滴水，承担一份中国
梦时代的天明责任。”

赤子心赤子心 天明路天明路 中国梦中国梦
——访全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

“甘做一粒沙，甘当一滴
水，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承担一
份河南人的责任。” ——姜明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应该
做一些对这个世界和人类有益
的事情。” ——姜明

姜明，豫商方阵中独特“这一个”。其心诚，万源出于情而报于恩；其志明，万念衷于一而不渝；其行正，万事发诸心而现于行。
他胸怀大爱，集广告人、企业家、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履职尽责为民生，建言献策助发展，为河南添光彩、赢荣誉，践行着对家乡

的责任与回报，是为赤子姜明！
他勇者不惧，曾以一万元的创业资金起步，立志打造“百年企业”的他敢想实干，从广告跨界地产、投资、物业、酒店、园林、互联网，20 年商旅中披坚

执锐、一往无前，在河南创下多个第一，是为企业家姜明！
他自觉担当，虽身为性本爱利的商人，却有着家国天下的儒生情怀，乐于公共事务，倾心慈善公益，被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誉

为“侠商”、“义商”，是为仁者姜明！

“敢想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
——姜明

4 月 13 日上午 9 时，郑州五洲城
项目举行开工盛典，同时全球招商中
心迎来盛大开放。下午 2 时，由中华
民营企业联合会、五洲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主办，睿一投资有限公司联办，
郑州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房地产有
限公司承办的“聚焦深化改革、关注
民营经济发展 (郑州)峰会”在郑州裕
达国贸酒店隆重举行。郑州市各级
领导、五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负责
人、经济学专家，以及来自浙江商会、
温州商会等商会负责人、商家代表先
后参观了五洲城全球招商中心，并在
峰会上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民营经济
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五洲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舒策城在致
辞中讲到，五洲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前三
大商贸物流产业园发展
运营商，截至 2013 年底
业务已遍布中国华东、华
北、东北、西南、华中和中
原地区的 10 个省及直辖
市的 21 个城市，累计已
开发 34 个项目，总建筑
面积超 1000 万平方米。
于 2013 年在香港成功上
市，荣获“2014 年中国房

地产开发企业商业地产综合十强”等
荣誉。

五洲城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600
万平方米，是集工业品交易中心、仓
储物流园区、CBD 中央办公区、国际
会展中心、综合商业区、企业总部基
地、精品高端住宅区、产品研发中心
八大功能为一体的超大规模现代综
合商贸物流产业群。五洲城坐拥郑
上新区核心，雄踞郑州主干道中原西
路，紧靠郑西高铁站，距离荥阳市中
心 2 公里、郑州绕城高速出口 3 公里、
郑州市中心 15 公里，可通过连霍高
速、郑少洛高速、京港澳高速、310 国

道，快速抵达中原各地。项目建成后，
将为郑州及河南省乃至中原地区，承
接产业转移、降低企业物流和交易成
本、增加就业和创造税收发挥促进作
用。

在“聚焦深化改革、关注民营经济
发展(郑州)峰会”上，多位名家各抒己
见，对中原经济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发
表了自己的看法，就宏观经济形势和
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展开研讨。专家
和业界代表发表的远见卓识，将为行
业和五洲国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
支撑。五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舒策城在讲话中提到，郑州是中原地
区工业重镇，工业基础雄厚。2012 年
11 月 ，国 务 院 批 复《中 原 经 济 区 规
划》，建设中原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新丝
绸之路建设，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中
心城市、新丝绸之路桥头堡，迎来了经
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借此机遇，基
于郑州强劲的发展势头，五洲国际进
军郑州，并精心打造集团重点开发项
目五洲城。定位为中国工业品一级批
发贸易总站，1600 万平方米中原商贸
物流中心，建成后将全面提升郑州乃
至整个中原地区的商贸水平，为郑州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张霞）

4 月 12 日 ，郑

西联盟新城样板间

开放及“院落童年，

寻 找 幼 时 的 小 伙

伴”活动在项目现

场体验中心隆重举

行。此次活动除参

观样板间外，还设

置了多个童年趣味

游戏环节，以及丰

富多彩的健康养生活动内容，让前来参与活动的广大新老

客户朋友在享受春日快乐的同时，不忘环保公益以及学习

健康养生之道。

郑西联盟新城首期产品遵循中国传统民居设计手法，

环上湖而建，由中式滨湖院落和多层电梯洋房组成，前庭

后院，中心庭院，墙内墙外秩序井然，兼具通风采光的自然

功效。超大开间客厅、餐厅连通开阔阳台、中西厨房分体

设计、父母卧室专属衣帽间、卫生间等人性化设计，功能完

备明确，空间布局合理利用率高。

据悉，郑西联盟新城位于郑上新区核心组团上街区淮

阳路与丹江路交会处，由建业集团开发建设。项目拥有近

百亩上湖中心公园，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站式全程优教体

系；养生会所、医疗中心、业主餐厅、星级酒店、电影院线、

购物中心、主题餐饮商业街等完备生活配套。首创与世界

同步的 U 尚慢城生活，在远离都市喧嚣的环境优美、静谧

和乐之地，开启中原宜居传奇又一华丽新篇。 （李飞）

财富航母 盛大起航
——五洲城开工盛典暨全球招商中心盛大开放

4 月 10 日，“河南艺术中心
2014 世界舞汇盛典”新闻发布
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共享大厅举
行。此次“康桥舞月汇”系列演
出隶属于第五届河南艺术中心
戏剧演出季暨 2014 年新春演
出季，康桥携手河南艺术中心
启动“河南艺术中心 2014 世界
舞汇盛典”由 5 台剧目、9 场演
出组成，整个系列演出自 5 月 1
日起，一直持续到 5 月 28 日，横
跨整个 5月。

一直以来，舞蹈都是人们
沟通语境情感的一种特殊方
式。康桥地产用整个五月的热
情，甄选世界顶尖舞蹈艺术大
师名作，倾情奉献给一直支持
和追随康桥的河南人民。这不
仅是康桥对艺术的向往，对生
活的热情，更是康桥对品质的
极致追求。

自 5 月 1 日起，西班牙国
粹《弗拉门戈传奇》、张继钢导
演大型原创音画舞剧《千手观
音》、经典芭蕾舞剧《海盗》、爱
尔兰踢踏舞《足尖风暴》、西班

牙舞蹈精粹《燃情似火》5
台舞剧将陆续登陆河南
艺术中心大剧院。这些
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艺
术家将让河南的观众足
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各个
国家的民族风情,尽享舞
蹈饕餮盛宴。

康桥一直秉承着“品
质筑家，相伴一生”的理

念,不仅对自身要求严格,更是
无时无刻不在用征程的行为回
报业主。这一次康桥林溪湾、
康桥九溪郡、康桥溪月、康桥原
溪里、四大南龙湖项目倾城而
动，联合世界舞剧巡回演出,回
馈万家百姓。不仅仅是在传播
世界艺术，也是造福中原人民
和业主。因为我们深知“龙湖
置业，我选康桥”并非只是一句
口号，而是康桥对万千业主幸
福的承诺，是一条践行之路。

郑州之南，一个森林覆盖
率 达 56% 以 上 的 万 亩 生 态 园
区，分布着 20 多个天然生态湖
泊……康桥在拿到土地之初联
合多家专业机构开始勾勒这里
未来美好的蓝图，为万千郑州
人民寻得了一个真正的宜居之
所——龙湖·康桥。康桥林溪
湾、康桥溪月、康桥九溪郡、康
桥原溪里等，康桥地产继续不
遗余力地在南龙湖诠释着一种
被仰望的生活，坚持着对品质
生活的构建。

（张霞）

200 多位董事长同时拿出
手机，热火朝天地用微信功能
抢红包。这一幕发生在刚刚举
办的“互联网思维下的房地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现场。4 月 10
日上午，由河南省房地产业商
会主办的该论坛在郑州成功举
行，举办这样的论坛在河南省
尚属首次。

论坛上，地产自媒发起人
黄章林发表了“自媒体时代，房
地产品牌营销的可能”主题演
讲。他认为，所有商业都将互
联网化，所有营销都将移动化，
所有传统时代的营销策略打
法，都可以也必须搬上手机！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房地产业
要拥抱互联网，用互联网思维
营销，把互联网思维注入房地
产业中，这是时代之需。

另外，曾发表“不能让马佳
佳左右楼市”一文的易居（中

国）控股有限公司联席总裁丁
祖昱就全国房地产业形势做了
主题演讲，尤其是针对全国“两
会”后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房
地产的内容做了精准分析，从
点到面解读全国各大城市面对
的房地产调控问题。

丁祖昱认为，取消限购无
异于杀鸡取卵，没有从根本上
缓解中国楼市困局。当前的市
场问题不能简单地归于限价，
关键点在于钱紧与供求失衡。
从目前情况来看，解决问题的
关键应该在供求关系本身以及
信贷层面。

论坛刚结束，一名参会的
房产董事长就激动地说：“今天
的体验太棒了！不仅深刻体会
到互联网思维对于房地产行业
的重要性，对于我自身企业以
后的发展也有了新的思路，真
的受益匪浅！” （郭瑶）

互联网思维下的房地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足尖上的饕餮——河南艺术中心2014世界舞汇盛典开幕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他们就是里面最壮丽的乐章！这次隆重推出的中原骄傲

系列人物访谈，将以新的角度，解读他们“心”的标尺。
中原骄傲系列人物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