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桂园河南区域党支部自 2014
年成立以来，不断夯实党建基础，截
至目前共有党员 287名，各个岗位上
的骨干力量被培养起来，其中，区域
高层管理人员中党员占比接近70%，
中层管理人员党员占比接近80%，党
员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以党建为引领，碧桂园河南区域
积极投身公益扶贫事业：教育精准扶
贫新模式的“晨曦计划”，在多地开展
了 30余场的“百城公益行”，关爱留
守儿童成长的“探望聚亲情”活动，为
城市建设者免费提供饮用水的“爱心
益站”、助力虞城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就业扶贫……碧桂园河南区域始
终步履不停，让身边有爱，让社会有
爱。

9月 15日，我们刚刚组织开展了
以“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团队力量”为
主题的学习活动，党员骨干重温焦裕
禄精神，践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创造
价值。

未来，碧桂园河南区域将不忘初
心，以党建工作引领企业发展，为出
彩中原而不懈奋斗！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
南区域总裁 杨海波

凝心聚力促党建 为出彩中原不懈奋斗

以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十多年来，豫发集团以“助豫发
展，共享锦荣”为使命，积极开展党建
工作，以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书写非公党建新篇章！

豫发集团从关爱贫困大学生到
捐建教学楼；从慰问小学到捐赠市
民爱心公交车；从救助贫病母亲到
持续数年的暖冬圆梦公益行；从几
十名爱心义工到近千名“锦荣公益
社”成员；从中原公益联盟突出贡献
会员到郑州慈善日十佳爱心企业。
豫发集团一直用一颗爱心温暖这座
城市，在教育、文化、残疾人保障等
方面不断奉献爱心，先后开展公益、

慈善活动 300 余次，救助和关爱 10
余万人。

豫发集团在兰考脱贫奔赴小康
的进程中，助力高铁交通事业，捐建
兰考南站会客厅；与兰考县政府合
作筹建兰考职业技术学院，践行教
育扶贫初心。在新密，积极发挥党
员的带头作用，提高了员工的业务
能力，为锦荣衣天下的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豫发集团在关心和重视社会公
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同时，积极探索
把党建融合到业务中去，走出一条

“党旗红、企业兴”的共赢之路。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建树

绿地控股集团中原事业部在发
展过程中，坚定听党话、跟党走，以党
旗引领方向。

近年来，公司党委相继组织开展
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振精神
激发动力”系列学习活动、“深化国
企改革，加强党的建设”党建征文活
动、“守纪律、讲规矩、树形象”主题
教育活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新
《党章》专题学习等各类学习活动数
十次，并组织党员干部前往信阳何
家冲、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林
州红旗渠等红色基地进行学习，锤炼
党性。

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在河南省

为助学、拥军、扶贫、济困累计捐资
1900余万元，如捐款650万元支持郑
州公共交通事业，捐款 100余万元建
造51个“希望音乐教室”，投入近100
万元为南阳方城县的孙沟小学、洛阳
洛宁县的里石头小学等山区贫困学
校打井、修路，捐建校舍、桌椅、图书
室等，荣获了“上海市文明单位”、河
南省“五一劳动奖状”等众多荣誉。

力量在党旗下凝聚

绿地控股集团中原房地
产事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
方东兴

正商是一家脚踏实地的企业，
“品质”是公司的初心，这些年来，正
商一直都在坚持“高品质、做规模”的
发展战略。从创立之初的“正商地
产 品质体验”，到 2009年的“品质生
活到永远”，再到如今的高品质战略，
正商从未忘记“品质”这颗初心，从未
忘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出发点。

随着公司党建工作的不断完善，
爱党、爱国、爱家、爱工作，已经成为
公司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 年，正商制定了高品质战
略，在坚持把建造高品质、配套高品
质和服务高品质放到工作首位。无

论从公司初期的住宅产品，还是到智
慧社区的建设、上镜系列的高端，还
是商业写字楼、美丽乡镇的不断完
善，这其中都是正商企业发自内心的
责任、发自内心的写照。

2018年是正商高品质的成势之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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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党建文化是爱
党、爱国、爱家、爱企业、爱社会的企
业核心动力。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

党建让正商高品质战略更有依托

自富力生根河南以来，以党建工
作引领企业发展，以“社会价值大于
企业价值”作为核心价值，秉承公益
精神，实施公益行动，促进社会公益
事业的长足发展。

2016 年 12 月，富力与建业合资
项目团队携手易居河南团队共同援
建的李灵希望小学足球场正式动工；
2017 年 4月，联合共青团郑州市委，
在荥阳市贾峪镇双楼郭希望小学，举
办关爱留守儿童物资捐赠公益活动；
2017年 12月，郑州五龙新城、尚悦居
项目团队联合焦作人才交流中心流

动党委举办“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党课”活动；2018年 8月，携手多家
知名媒体进行公益助农活动，深入基
层实地考察并帮助果农解决滞销难
题，同时在全城范围内实行公益派
送，向一线劳动者致敬。

富力将以至诚之心一如既往地
重视公益的力量、落实公益行动，创
造社会价值，共建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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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融创一直在公益方面做
努力，在教育扶贫扶智、乡村振兴、环
保、救灾等方面累计已投入约 6亿元
人民币。

如今融创“英苗培养计划”已为
30多所学校、近万名山区儿童，带去
温暖和希望。通过捐赠“英苗书屋”、
英才培养计划、英苗夏令营等多种形
式，让乡村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在海南、云南、贵州等省份，融创
开展“美丽乡村振兴计划”，有针对性
地打造“美丽乡村样本”，带动当地村

民脱贫并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营造
生产、生活、生态、旅游有机融合的美
丽乡村。

融创将“古建筑保护计划”与产
业优势相结合，肩负起保护和修复国
家历史古建筑的责任和义务。

融创重视公益的价值与力量，信
奉企业的社会责任，融创中原公司也
将一如既往地坚守品质，为河南的城
市建设作出企业力所能及的贡献。

融创中国华北区域集
团总裁助理，中原公司总经
理刘德伟理刘德伟

推动公益事业 筑造品质精品 建设大中原

“党建强，企业兴；抓党建，促发
展。”郑州清华园集团董事长李轩认
为，非公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
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着
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着
政治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作为较早成立党支部
的民营企业，郑州清华园集团始终坚
持把党建工作当作重中之重来抓。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秉承“让生活
从好到美好”的企业愿景，扎实做好
各项党建工作，以感恩之心回报社
会：为失学儿童及困难户子女重返校
园发光出力，携手荥阳市委、市政府
开展定点扶贫村工作，关爱留守儿
童，关心一线工作者……清华园专项

慈善基金由郑州清华园集团在 2010
年与荥阳慈善总会“牵手”成立，承诺
郑州清华园集团开发的项目每卖出
一平方米房子捐助 10元钱。在汶川
和玉树地震捐赠、淅川移民安置、特
殊教育学校“爱心食堂”的建立、信阳
灾区、抗洪英雄、困难大学生资助等
方面均慷慨献爱。

未来，郑州清华园集团将继续坚
持以“品牌、党建、责任”为主的工作
路线，探索适合企业党建工作，并能
最大化发挥企业力量的党建方式，让
企业发展与党建工作同抓并举，为建
设美丽河南贡献新的力量。

绿都地产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精髓的企业文化：
通过“树百名党员，带千名员工”等活
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
阳光工程、温暖工程、文体工程等建
设，关爱员工生活，激励员工成长；通
过党风廉政建设，为企业营造公平、
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

走出企业，绿都地产将大爱洒向
社会：奔赴伊川县儿童福利院，为孤
残儿童圆梦六一；捐赠校车、洒水车，
捐建中原区的小学；跟随宇通集团行
程逾 14万里，遍访河南全省 18个地

市，为1080位老兵每人送上2万元致
敬礼金和米油等慰问物资。绿都公
益工作的救助范围覆盖山区小学、抗
战老兵、孤寡老人、大病人群、贫困人
群、环卫工人以及学生群体等，不断
以自己的力量，为美好生活作贡献。

随着地产全新时代的到来，我们
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绿都的
党建工作体现于为业主带来周到、人
性化的服务，与城市共同生长发展，
让生活更加美好。

总有一种温暖，让你我为之动
容；总有一种情怀，让大爱淌进你我
心田！

“创建美好生活的共同心愿”始
终是鑫苑集团秉承的企业情怀。从
鑫苑集团创建之初，就投身到公益事
业当中，从汶川抗震救灾到资助贫困
地区教育事业，从开展慈善医疗活动
到为老人群体免费提供医疗资源。
如今鑫苑集团的善举遍及许多领域，
以真诚的“反哺”行动，践行一个企业

回报社会的大爱之心。
鑫苑集团始终高举党建引领旗

帜，大力推动党建事业，继续吹响党
建工作“集结号”。将党建工作同经
营管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为发展
注入强大正能量。

鑫苑集团一直在用行动回馈社
会。未来，鑫苑公益还将继续将温暖
带给更多人。

2008 年，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会正式成立，
距今已经十年。

十年间，在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
运营集团党委、河南地方煤炭集团党
委的领导下，山顶地产党总支全体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企
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客户至上，坚持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双丰收，在郑州市区和港区开发
了多个地产项目，为郑州市城市发展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获得了上级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山顶地产党总
支也在 2016 年和 2018 年先后荣获
国控集团党委颁发的“先进基层党组
织”奖项。

展望未来，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党总支将继续坚持党的
领导，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坚决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上级党委
各项工作部署，总支全体党员干部将
不断努力，为中原更加出彩、为新时
代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让党旗在

“山顶”高高飘扬。

河南保利公司党支部坚持以学
促建，加强思想建设。

保利地产河南公司于今年6月开
展爱心公益品牌“蒲公英计划”，首站前
往登封市卢店镇瓦窑沟村进行扶贫共
建活动，为当地村民建立爱心图书馆，
捐赠书架五组、课桌椅 10 组、图书

1000余本，以及书包足球等爱心物资。
7月，保利最强公益 IP和乐中国

落地河南，河南保利开展“国家青少
年艺术文化发展计划”。活动期间，
河南保利首届和乐艺术课堂在郑州
成立，河南保利率领员工和保利业
主，前往郑州市儿童福利院，为福利

院儿童送去关爱与帮助。
未来，党支部将继续加大对社会

公益和弱势群体的帮助，响应中央精
准扶贫的号召，积极与贫困村共建；
关注少年儿童成长，组织青年志愿者
开展艺术公益等活动，切实履行央企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听，中原品牌企业的铿锵足音！

创建非凡 至善共生 以公益脚步丈量时代使命

扎实做好党建 照亮企业发展之路

专筑体验 传递温暖 共筑城市大爱

践行鑫苑公益责任 推动党建新启篇章

让党旗在“山顶”高高飘扬

央企保利 唱响时代旋律

郑州清华园集团董事长李轩

鑫苑集团总裁助理兼河
南区域公司总经理庄青松

富力郑州公司董事长苗风华

绿都地产党总支书记贾如正

□张光强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5全省 260个参展品种的好机
会

□张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