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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之路 追光而往 君子为邻 共享共赢
——“建业君邻会”启幕中原，开启人居服务3.0时代

循道途中那束不灭的光

1994年，为了“河南人”这一建业人心中最
大的客户群，建业毅然扛起了“河南建业足球”的
大旗，22年，一路风雨……同年，为了向业主提
供规范的物业服务，河南首家专业物业管理企业

“河南建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1996年，为了小区业主的孩子们能够获得

更高标准的幼教服务，河南首家双语教学幼教
机构“建业小哈佛双语幼儿园”落成，次年，建业
小哈佛双语学校建成开学。

1998年，国家为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出
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城市居民购房需求的政
策，因此，这一年可以称为中国房地产业大发展
的元年，也是客户刚性需求爆发的一年，建业将
城市高端消费人群的改善性需求作为企业经营
的重点方向，提出了“为有房人造房”。

1999年，建业在第一个社区金水花园的开
发接近尾声时，大胆地在全省的房展会上举行

“建业反思日”，公开接受客户的集中投诉，向社
会展示企业诚恳待客的诚心和决心。

2001年，建业率先提出“谁拥有了客户，谁
就拥有了未来”的“客户观”，并组建了“建业
会”，为企业的省域化战略在全省布局的展开着
手基础的铺垫。

2004年，建业在陆续进入大部分地级城市
后，适时在集团设立了“客户服务中心”，提出了

“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是
企业经营的要义、也是企业生存前提的“经营
观”。

2006 年，建业与郑州金博大购物中心合
作，举办“建业客户购物专场”活动，进一步确立

“建业房产，身份象征”的服务目标。
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房

地产市场急速降温，一些龙头企业也开始带头
降价促销，致使行业出现群体性恐慌。建业人
在逆势中镇定从容，利用市场低迷空隙，果敢地

在企业内部刮起一场“百日风暴”，开展“琢玉行
动”，使大小600余项由于快速发展而积压的房
屋质量瑕疵和服务“欠账”集中得以清理，也让
全体员工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与企业品牌美
誉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11年，在建业雅乐轩酒店开业仪式上，
“建业大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首次对媒体公开发
布，描绘了在全省建设“地域、时间、功能无盲点
服务体系”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服务体系在建业
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地位，不断重申客户之于
企业的重要意义。

2012 年，为解决全省客户“菜篮子、花篮
子、果篮子”及周末休闲度假的升级需求，建业
引进荷兰的鲜切花技术及以色列的灌溉设备，
投巨资兴建了占地5000亩的绿色基地。

2014 年，《建业版“私人订制”的价值》更
加深刻地指出了大服务体系之于建业实施战
略突围的意义，更加清晰地梳理了建业客户资
源的比较优势，更加具体地描述了服务体系的
落地目标，要求全体建业人“必须从提高认识
开始，全员参与、加强学习、加大投入、持续推
进”。同时指出：“待建业‘版私人订制’可以作
为企业的服务产品提供给客户时，建业将完成
由房地产开发商向客户新型生活方式服务商
的转型。”

2015年，《寻找建业的蓝海》在展望 2030
年的河南时，激动于“3500万人要进城，需新增
住房 10亿平方米”，决心“用自己的坚守与耕
耘，取10%市场份额；以社区、商业物业、酒店、
幼儿园和学校、足球、绿色基地和物业管理等线
上线下所有资源，精心服务1000万人”。成立

“嵩云科技”，正式搭建服务资源整合平台。继
南阳、漯河、郑州等四家酒店相继落成后，这一
年，开封建业铂尔曼酒店荣耀开业，郑州建业
5D生活馆精彩亮相。

2016年，以会员制服务客户的“建业君邻
会”即将成立，协助客户分享建业各类服务资源
的支付工具“建业通宝”也将发行，嵩云科技为

服务业主客户的“一家”和服务球迷客户的“建
业足球”等 APP 产品也将不断升级——这一
年，将是建业服务资源大整合的关键节点。

季复一季，年复一年，一路探索，一路创
新。住房、体育、教育、文化、旅游、社区生活、投
资兴业——客户生活需求的不断升级和日益丰
富多元，就是企业战略转型致力的方向，就是照
亮建业人循道途中那束不灭的光。

二十四载时光犹变，初心依然

24岁，如果是一个人，那么，血气方刚，正值
青壮。如果是一个企业，那么，就得有一番思
量。中国企业数量众多，但生命周期短，能做强
做大的为数不多。

1992年 5月22日，建业正式成立。迄今整
整24年，是谓传统“本命年”。

2008年 6月 6日，建业地产(00832.HK)正
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为中国中西部地区
首家在港上市房地产企业。

2015年 6月 6日，“共发展 同建业——建
业集团新蓝海战略发布会”，开启了建业向“新
型生活方式服务商”转型的大幕。

2015年度，建业集团国地税纳税总额28.7
亿元，居河南房地产行业第一名。在全省地税
纳税百强企业榜单中，建业集团以总纳税额26
亿人民币排名第二位，居河南房地产行业第一
名。

2016年 3月 22日，“2016中国房地产 500
强测评成果”发布，建业集团凭借稳健的发展态
势，荣获中国房地产500强第 28名，是前30强
中唯一来自中部区域的企业，唯一采用区域发
展模式的企业。同时，作为深植中原24载、河
南本土最大的开发企业，建业同时荣获区域运
营十强第一名殊荣，实现连续八年荣膺区域运
营十强第一名。

2016年 5月 26日，2016年中国房地产上
市公司综合实力榜100强发布，建业地产位列

第26名，并再度入围经营绩效五强。
2016年“本命年”之际，建业将继续在追求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
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战略目标和执行过程”高
度统一的前提下，依托住宅、物业、足球、酒店、
教育、商业、文化旅游、绿色基地、嵩云科技、艾
佳家居等服务板块，布局组成的建业幸福新矩
阵，在各产业板块齐头并进，让建业业主、客户、
球迷、学生家长、员工成为最幸福的人，同时为
河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持续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

建业君邻会·会员说

郑州区域会员 周巍先生
君邻大院，首先，自己努力按照君子的标准

自我要求；再者，按照君子的标准去做事、去帮

助弱者；最后，我想，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带动

身边的人，都做君子，都行君子之事？一亿人口

的大省，应该有这么一群人，这一群人，应该是

君邻会。君邻会，不要辜负河南人的期望。

南阳区域会员 陈英女士
今天早上，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我们

已是一群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好邻居了！借

用今天的嘉宾王潮歌导演的话，从现在，从今

天，我们就开始行动，一起努力成为真正的好朋

友、好邻居！

信阳区域会员 张冉女士
你是怎样的人，就决定你会有怎样的朋

友。王潮歌女士、程虹女士、张高波先生是把他

尊称为“大哥”的朋友。女士精致典雅，男士低

调儒雅，也许是真正优质的朋友成就了建业不

敷衍的人生吧。

人生最难的事，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

脑子里。聆听胡葆森董事长的演讲，他不仅说

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有很深的传统文化底蕴，他

真正做到了。

许昌区域会员 杜东进先生
建业君邻会这个拉近邻里之间和全省业主

之间的关系，利用圈子资源和合作共赢的理念

非常不错。期待以后能够实现并且强大起来。

以后有这种联谊或者讲座，我只要有时间一定

会参加，希望提前通知。

驻马店区域会员王守义家族传人 王伊莎女士
几年前我们选择了建业小区，不单单是建

业集团的口碑，还有小区的整个环境、房子的质

量和物业的管理水平也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

我先后把我的两个孩子 leo 和 lucas 送到建业小

哈佛幼儿园。我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和我们

家长是一致的，把孩子培养成能够持续发展的

国际公民！当然现在通过君邻会，让我们可以

和更多的优秀家庭互相学习育儿经验，帮助孩

子们更好地发展！

新乡区域会员 张建华女士
有人说君邻会的成立是邻里关系的“归

真”。我认为不仅仅是“归真”，应该是社会时代

发展的必然。邻里关系的和谐就是国强民富的

体现。君子之交淡如水。真心希望君邻会能够

在胡葆森的带领下让建业集团和业主都能够如

鱼得水，合作共赢。

第七则：南阳区域会员 南阳理工学院 刘昕先生
《九歌——寄君子之约》

君自强兮安稳逸

邻友邦兮得知己

会天下兮揽四方

共开怀兮情有寄

建家业兮闯九州

大风起兮倚兰亭

美如画兮踏山巅

河之洲兮赏佳丽

南燕归兮舞春秋

循道之路，追光而往
会上，胡葆森作主题致辞，就建业君邻会“为何而

生、为谁而生、如何而生、如何而赢”，向与会来宾阐述
了君邻会的成立初心、服务诚心，更述说出建业24年
的循道追光之路。

胡葆森表示，君邻会的成立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搞
什么花样，也不是营销的手段，而是建业24年来一直
在围绕自己的产品，围绕客户需求不断地做着自己应
该做的事情。

同时他希望君邻会能体现五大价值：邻里价值、圈
层的价值、智库的价值、成长的价值、合作的价值。

最后，胡葆森以四句话总结演讲。循道之路，追光
而往，在遵循规律的道路，要寻光，君邻会会员在内的所
有客户的需求，就是照亮建业人循道途中的那束光。君
子为邻，共享共赢。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了共享时代，
所以我们在君邻会的平台上共享、共赢。

□朱继红

2016 年 6 月 5 日下午，“君为邻 共建

业——建业君邻会成立大会”于开封建业铂尔

曼酒店成功举行，至此，建业客户共享新型生活

方式的新服务平台——建业君邻会正式成立。

24年来，建业集团扎根河南，厚土深耕，

循道追光，一直在探寻河南人的新型生活方

式。建业君邻会汇聚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认

同“绿色、尊贵、共享、快乐”的生活理念，遵循

价值认同、理念趋同、乐于分享的价值观，对

邻里关系充满回归传统的执着。建业君邻会

将用优质的服务团队，线上线下的无缝服务，

定制化、私人化的服务手段，搭建生活、工作、

投资、学习的共享平台，为会员提供建业3.0

版本的创新服务。

建业探寻与创新之路

君邻会成立大会现场布展古风典雅、别出心裁，以《君
子·知交》为主题，灵活应用琴、诗、书、画之雅致元素，将艺
术与人文互动贯穿始终，与极具宋代风华的开封建业铂尔
曼酒店相得益彰。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建业君邻会会长刘大勇及建业集团高管
团队，东英金融集团总裁张高波，著名导演王潮歌，中国
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
略管理系教授、系主任路江涌，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

究中心管理学教授李平等特邀嘉宾；及河南省文化界、
商界、金融界诸多建业友人，全省 18地市建业君邻会首
期会员，省内外媒体代表等1000多人共赴建业版兰亭盛
会。

建业君邻会会员节目二胡《赛马》、鼓乐演奏《虎斗牛》
等精彩纷呈的表演，呈现出民间艺术的精髓和魅力，更勾
勒出建业君邻会会员之间共享共融共生的价值蓝图。君
邻会作为一个共道、共享之平台，意在凝聚各界之精英，共
同参与、共同成长，激荡出更为广阔的价值。

作为全场活动的高潮环节，全体会员起立，建业君邻
会郑州区域会员代表荻兰女士，诵读会员公约——“文化
认同，开放共享；尊贵谦逊，和而不同；邻里互助，简单质
朴；重信守规，循道而为”。——君子之约，淡泊坚定，32
字的“君子之约”是为会员心中的精神契约。

随后，胡葆森邀请君邻会九大区域选派的会员代表上
台，为他们颁发会员卡及会徽，同时郑重宣布建业君邻会
成立。

“分享、参与”是君邻会所提倡的会员精神，会上胡葆
森特邀老友王潮歌、程虹、张高波现场分享对于君邻会的
理解。围绕君、邻、会三个话题，胡葆森与三位嘉宾谈笑风
生，上演一出精彩的“君邻老友记”。

张高波认为，君邻会做的事情是重建邻里关系，重现
彼此的信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借助君邻会这
个平台，借助建业这个平台，几个兴趣相投的人共同到郊

外，到美丽的农村，打造这么一个空间，让每个人起码在周
末的时间能够生活在自己的桃花源里。所以，这个邻居最
后就变成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住到一起。君邻会是很美好
的事情。

程虹就“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君邻会会员的聚合有两
个条件：一是对的人在一起，二是在一起做喜欢和有价值
的事情，君邻会让小家成就大家。

王潮歌认为，“君”字，一是利他之心，二是“你”。没有利
他之心的人不能成为君邻会的一员，而建业为客户成立君邻
会服务平台，构建新型邻里关系，这种利他之心让人感动。
同时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房地产商在盖房子的时候，
会起名君邻会，那个时候他们会学习建业，中国和谐社会的
温暖会慢慢出现。更表示，“会和建业集团合作，在河南省，
在老乡和老乡之间，一定会看见潮歌做的贡献，我将把我的
艺术，把我的才华带到河南，带到建业身边。”

群贤毕至，建业版兰亭盛会

君友相聚，共话君邻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

胡葆森致辞

中国魏碑书法学会主席、洛阳君邻会会员李进
学手书《君邻词》长卷

成立大会现场高朋满座

河南省话剧院演员于同云朗诵《家山好·君邻词》

胡葆森、张高波、王潮歌、程虹共话“君邻老友记”

胡葆森为会员代表颁发会员卡及会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