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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是高品质正商矗立城市核心的密码党建是高品质正商矗立城市核心的密码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英雄所见

略同，也许是一代人特有的胸襟。从航海

东路到郑新快速路，从郑新快速路到郑州

四环、五环建设带，从郑州向北过黄河，布

局新乡，过燕赵进驻北京，向南闳开许昌，

过长江建设武汉、海南，正商企业从1995

年发轫，经过24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矗立

郑州核心建设带，纵贯京广一路的正商高

品质建设版图。

在这个建设版图上，有这家企业自

觉自律的高速成长轨迹，有这家企业走

正道、行正商、做正人、为正事、结正果的

文化塑造，有这家企业将“品质”初心坚

持多年的矢志不移，有这家企业将20万

户家庭、70万业主当客户精心服务的自

我责任，同样，也有这家企业，用真诚与

党心贴心高度契合的正能量信仰。

党建文化是站在思想高地爱党、爱

国的大爱文化，企业文化是站在心灵深

处爱岗、敬业的思想文化。建造高品

质、服务高品质、配套高品质是正商高

品质发展的战略核心，而与党同行、塑

造未来，则是正商在 20 多年风雨中坚

守的准则。

□本报记者 王军伟

据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郑州概况中显
示，目前郑州人口 988.1万人，而正商业主已
达70万人，相当于走在大街上14个人当中就
有一个是正商业主，按照区域人口计算，正商
业主数量接近中原区人口总数量，要服务好
这样一个庞大的社群，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
有有效的管理方式、没有精细化服务的品德
教育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河南兴业物联网管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7年在新三板上市之际，正商就
确定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大投入；二是加强
团队的管理；三是采用新科技、物联网、信息
化、智能化等手段。

加大投入力度，主要是针对老旧小区。
老旧小区存在车位不够、配套不完善的问
题。提高物业团队的管理水平，就是要大力

引进外脑，改变传统物业管理服务理念，引进
优秀物业管理咨询机构，植入先进管理理念
和方法。然后是采用新科技、物联网、信息
化、智能化等手段，把握物业管理方向。

今年更是提出物业管理要强化服务理
念，从心底把业主当作客户去服务。因此，有
了秩序员组织队员带着灭火器赶往现场，帮
业主对起火洗衣机进行灭火的行为。有了金
色港湾物业及时安抚不慎扭伤脚的业主，将
其从一楼抱到五楼的行为。

正如董事长张敬国在年中报告中所讲：
物业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强化服务理念，从心
底把业主当成客户去服务。物业服务挨骂受
气是不可避免的，物业基层员工一定要做好
情绪管理，切忌让冲突扩大化，要时刻想到你
的言行举止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我们要用

专业、微笑和真诚来感化业主，物业管理本质
上就是对人的服务，专业的、贴心的、周到的
服务方能赢得认可，换来尊重。出现问题物
业应该自我排查，主动地检讨自身原因，查找
不足之处，不能只抱怨业主，甚至和业主产生
对抗情绪，激化矛盾。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企业，抑或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都要在德字上形成共同的价值
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思想道德建设，就是激发
人们善良的道德意愿和情感，就是正确的道
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是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习惯养成，并因
此形成一种内在的力量。

这样，才真正会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常
处见奇崛，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心，去感

动和温暖正商的一个又一个小区。让人性
化、情感化、智能化服务，成为正商物业服务
的亮点。

才会让作为拥有国家物业服务一级资质
企业、“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的正商旗下
正商物业和兴业物联两家物业公司，不但在
住宅物业，还将在商务办公领域，运用无人机
巡逻、云端监控、智能门禁系统等商务应用，
真正成为70万人的“大管家”。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德之
大，存乎一心，心正则笔正，心有党和国家，就
会装下企业未来。

正商集团，作为连续多年稳坐郑州地产
头把交椅的区域高品质企业，公司上下坚信，
正商党建是建设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依靠，是
让生活更美好的重要保障。

党旗有一个显著的标识——镰刀、锤子，
面对这个标识，是每个共产党员亮出身份，亮
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其中
有艰难困苦、有英勇奋斗之路，有巨大牺牲，有
伟大胜利。正商集团作为站在党旗下成长的
地产企业，肩负城乡项目的具体建设，肩负70
万人口生活美好的愿景，他们从这里吸取着初
心的重要，从这里吸取着脚踏实地的精神。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正商从创立之初就提出“正商地产 品质
体验”，到2009年进一步提炼为“品质生活到
永远”，再到如今的高品质战略，他们从未忘记

“品质”这颗初心，他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都
是为了实现人居品质、美好生活的中国梦。

为此，作为正商企业的航者，也深知“为
山九仞，功亏一篑”的教训!所以，为了迈向地
产市场的最前端，正商不惜发挥壮士断腕的
决心，用 6年三锤，在中原地产界砸出了属于
正商高品质独有的“心境界”。

如果时间能穿越，就得从 2013 年 10 月
的一个国庆节说起，那年国庆七天长假，正商
集团管理层用了四天假期来召开全员参与的

“头脑风暴会”式的品质提升动员大会，参会
人员有各中心、各项目公司经理级以上人员，
有正商集团的销售代理公司，有相关合作机
构的代表。大家围绕正商集团建造品质、服
务品质、配套品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到
项目规划设计、景观营造、产品系列以及国内
外顶级规划设计机构、品牌顾问机构、管理咨
询机构的整合和引入；中到公司办公区域的
整洁、销售案场的景观示范区、样板区的美

化、营销创新；小到地下车库的通风、防滑，入
户大堂吊顶、电梯间以及走廊裸露管线的包
装，大家各抒己见，既可以“大刀向自己”，也
可以“手术刀对领导”。

这是砸向思想的第一锤，是砸响业界的
“心”锤。在这次会上，正商专门成立了品质
提升领导小组，企业带头人张敬国亲任组长，
其他副总裁任副组长。“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
监督公司所有项目的工程质量，而且，公司赋
予他们特权，发现有质量不合格，可以直接砸
掉，然后处罚责任人。”在这次会上，张敬国作
了《坚定信念，坚决将正商品质提升上去》的
讲话，他如是说：“提高品质是正商下一步发
展的重点，也是正商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这一锤一下砸到了一年之后省会多家主
流媒体的报道上，据记者们实地对建正东方
中心、铂钻、书香华府、红河谷、恒钻等几个
在建、在售，或已交付项目的探访，他们看到
的是，正商花费 100多万元为郑州北区一社
区更换入户门，花费1000万元重新装修各老
社区公共区域，投入165万余元，为东方港湾
所有电梯安装智能刷卡系统，耗资数百万元
对旗下所有社区的景观，按照四季时节的更
替进行补充和更换，实现四季有绿、八方有
景、水系清澈……

也正是因为公司上下对工程质量建设动
了真格，公司上下对建造质量的追求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从项目的规划设计、景
观营造、产品系列以及国内外顶级规划设计
机构、品牌顾问机构、管理咨询机构的整合和
引入，还是到工程质量的验收、样板区的美
化、销售案场的景观示范区，各个环节，从第
一步到最后一步，无一遗漏。

2015 年，正商用客户体验年、工程质量
提升年来界定第二锤，这一锤直接砸向高品
质标准化的高度。这一年，正商在国内首创
工程质量和物业服务“交底卡”，这张卡是建
立标准化的开始，是在施工阶段保证工程质
量，实现守土有责、减少设计缺陷、提高工程
质量的保证。在社区安防智能化方面，正商
更是不惜重金，在当时的郑州首次采用业主
全信息身份识别系统。

接下来两年内，为配合郑州市治理工地
扬尘，正商在工地安全文明施工方面自我加
压；在正商产品研发上，对高端住宅、写字楼
在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科技、信息、品质等
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并将所有成果应用到新
开项目建设中来。

于是正商智慧城一期社区，可以看到车
库入口处的排水道盖，全采用的是坚固无比、
专门定制的精钢打造的盖子，过车的时候连
个声音都没有。

红河谷会所欧式风情的装修风格富丽堂
皇，总投资近亿元、使用面积高达 6000多平
方米，乒乓球室、桌球室、羽毛球室、瑜伽室、
舞蹈室、四季恒温游泳池、健身房、营养餐厅
一应俱全。健身房区里，但见数十台意大利
跑步机一字排开，运动单车错落有致，各种健
身器材应有尽有。为了给红河谷业主营造一
个品质、规范、科学、专业的运动健身场所，正
商引入黄金时代俱乐部对会所进行运营管
理，最大限度地服务红河谷业主。

对高品质的执着坚守得到社会各界肯
定，郑东新区管委会将善水上境列为东区安
全文明施工的范本和样板，善水上境也迎来
了众多业内同行的观摩和取经。

正商不仅各中心、各片区、各项目进行品
质“大比武”，为打造高品质样板的善水上境
项目，正商引入的合作方同样要在善水上境
项目中进行“大比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仅 7栋高层成品住宅的主体施工方，就邀请
了 7家上市公司：北京港源、神州长城、深圳
广田、绿城装饰、深圳中装、宝鹰装饰、亚泰装
饰公司，在施工工地现场比学赶超。

第三锤是今年，这一锤是正商高品质的
成势之锤。通过近几年高品质战略的销售实
践证明，正商发现越是用心筑造高品质产品，
越有深入人心的市场，在迎接新中国成立 69
周年之际，正商高品质战略确切地印证了“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切地印证了房地产市
场不缺房子，而是缺“好房子”的现实，同时，
通过坚定不移的担当，印证了党的建设文化
是爱党、爱国到爱家、爱企业、爱社会的企业
核心动力。

于是在今年年中，张敬国先生发布了《脚
踏实地 砥砺前行 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高品
质战略——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暨下半
年工作部署报告》，对产品进行了分级，从正
商智慧城开始，包括金域世家、书香华府是正
商的1.0产品，上境系是正商的2.0产品，未来
小镇项目就是正商 3.0或 4.0产品；而且进一
步确立了树立品牌营销理念，从价格营销转
向价值营销、品牌营销的新定位。

正商这么多年的品质历程，也正是得益
于党的政策给予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
正是得益于国家和平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
正是让每个企业在与党同行，磨砺思想发出
新光芒，让企业文化开辟“心”境界的过程。

相信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力量！
信党，信国家，讲奉献，负责任。只有敞

开胸怀去拥抱着这些信仰，他们才会用爱者
返爱的方式，让真正有信仰的拥抱者获得更
多的力量。

在企业没有党组织的时候，自觉将爱党、
爱国的大爱文化融入企业，形成推动企业发
展的文化力量，在成立党组织之后，更是把讲
责任、讲奉献融入爱岗、敬业中，正商集团给
业界做出了特别的典范。

据正商党委大事记记载，2017年 9月 26
日，正商地产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
街道党工委递交成立党委的请示。党委名字
全称为：中共河南正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委员会。

2017年11月24日，收到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航海东路街道党工委同意成立中共河南正
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的批复文件。

2017年 12月 7日，召开中共河南正商企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成立党员大会及
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委领导班子，党

委书记为企业领航者——张敬国先生。企业
创始人直接挂帅，这才是正商高品质文化的
真正意义。随后不到60天内，即2018年 1月
30日，中共河南正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委员会就召开了正商总部党支部、物业党支
部、正阳建设党支部三个支部书记选举大会。

随即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有去年新春伊始，在巩义市米河一中举

行的正商集团献爱心捐赠活动。
有中共正商党委全体党员赴新乡县七里

营参加植树节、参观史来贺纪念馆活动。
有正商集团（河南正商中岳置业有限公

司）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关
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部署，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关于开展“社会联建、助力脱贫”的
号召，在登封市唐庄镇井湾村寨上组村进行
定点扶贫帮扶总费达55万元的活动。

有2018年第一次党员集中学习日活动，
学习《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活动。

有中共河南正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委员会组织发起的罗援将军“解读十九大精

神——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与软实力建设”专
题讲座活动。

有正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联合
公司审计监察部举办廉洁自律讲座暨 2018
年第4次党员集中学习日活动。

有正商党委在航海东路办事处的组织
下，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员工积极参与入党积
极分子报名活动。

有正阳建设党支部负责，结合各片区领
导、运营与工程管理中心，分成 4组，前往滨
河铭筑、智慧城、家河家、善水上境项目工地
对工人进行慰问的活动。

有为庆祝党的生日，正商总部党支部组
织的“正商党委红歌会”的活动……

凡此种种，是正商党支部在企业董事长
亲自带领下的今年上半年的活动。

这里面的很多活动，都是在企业成立之
初就一直在坚持的，譬如：2018年向新郑市
人民政府捐赠修建道路5条。

2017 年向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捐赠
1200万元人民币。

2016年捐建新郑市红河谷外国语小学。
2015年至 2016年向郑州市各区慈善组

织捐助共计 46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不包括
2015年捐赠7900万元兴建的华钻小学。

2014年捐建投资 1500余万元的信阳市
第三小学。

2013 年捐赠 100 万元支持开封新区水
稻乡马头社区建设。

2012年向新郑市捐赠5辆总价值100万
元的爱心校车。

2010 年以来向郑州市政府捐赠总价值
4000万元的59辆公交车……

据不完全统计，正商集团自成立以来，先后
在赈灾扶贫、教育事业、公共交通、社区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累计捐款捐物达3亿 3000
万元，相当于在正商24年的历程中，平均每年
捐出137.5万元，每天捐出3.7671万元。

这不是终点，这只是开始，因为在正商集
团董事长张敬国心里，存有与生俱来的淳朴
初心，存有低调在尘埃，而又举动皆有大爱的
奉献责任里。

与党同行，用锤子砸出“心”境界

与党同信，用公益奉献“心”责任

与党同德，用精细服务“心”社区

善水上境

正商智慧城建党送温暖

红溪谷

铂钻

正商滨河铭筑“七一”送温暖

书香华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