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品牌企业党建巡礼专题报道
绿地集团 中原事业部

●● ●● ●●

专版│162018年9月29日 星期六

●● ●● ●●

进入绿地办公场所，最大的亮点，就是亮
身份：凡是党员工位，都有“我”是共产党员的
标识。

这同绿地进驻河南开发项目一样，凡是
绿地所到之处，都亮着“做政府所想、为市场
所需”“让生活更美好”的名片。

绿地控股集团 2004 年 4月进驻河南投
资发展以来，已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等多
个地市开发房地产项目近 30个，投资建设高
速公路 3 条，开业酒店 3 家、在建酒店 10 余
家，参与旧城改造和新农村建设项目 5个，代
建安置房 200多万平方米。14年来，绿地在
河南省累计投资金额超2000亿元，累计纳税
金额近 100 亿元，累计资助公益慈善事业
1800多万元。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先后荣
获“上海市文明单位”、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状”、房地产行业最高奖“广厦奖”、“河南省房
地产开发先进企业”等众多荣誉称号。

绿地在郑州、商丘、漯河的项目，大都建

在新区、高铁站等核心位置，但是在这些地方
都有个显著的特征：人流量大、驻留人少，很
多开发商在这些区域起步时都不敢来、不敢
建，但是绿地来、绿地建。

亮明身份，引领区域，为政府分忧解难，
为市场创造机会，这就是绿地的担当。

绿地布局郑州的特色小镇建设也是一
样，既是对国家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
可为的呼应，也是对做好新常态下的经济工
作的启发。

作为绿地打造中原小镇之一的登封特色
小镇，坐落于中岳嵩山南麓，拥有被誉为“天
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及“天地之中建筑群”
等脍炙人口的景点旁。

绿地集团再次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多角
度出发创新游线设计体系，将江湖文化景点、
功夫主题演艺体系、特色商业零售空间、精品
餐饮街区、商帮会馆聚集区、主题民宿客栈等
不同业态内容有机串联在桃源闲街、凌云市

集、碧草村埭三个主题街区中。让游客在体
验快闪式功夫、门派角色成长体验及商会帮
派聚会等丰富内容时，选择多种主题氛围的
精品客栈、小型精品酒店等住宿产品留宿其
中，延长旅游时间，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作出
引领性贡献。

这个基于中原旅游集散大本营的思考，
以江湖功夫文化旅游+禅意康养乐居为主题
打造的创新文旅休闲类旅游产品，不但为登
封带来了一座世界级功夫禅养度假地，项目
也凭借创新的旅游产品设计理念获得了绿地
集团2017年度特色小镇最佳项目金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家国复兴。
以党和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责

任之心构建美好生活，以企业战略布局引导
区域发展，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措
施化作建造地标建设的落实上，就是绿地党
建立于高处的基石，就是绿地建立建造世界
高度的基石。

绿地党建绿地党建———城市地标的新高度—城市地标的新高度

当太阳升起在中原的地平线，整个

郑州，第一个迎接朝阳的，就是矗立高铁

站、285米的郑东绿地中心，往后依次是

绿地千玺广场和峻极于天的嵩岳。当城

市地标在世界版图上摊开，全球建造超

高层地标建筑最多的就是绿地，比如高

度 60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高度 468米

的成都绿地中心、高度 450米的南京绿

地中心等，高度超过 200 米的将近 30

栋。当城市地标在世界轴线上叠加，成

都、南京、苏州、郑州、北京、南昌、济南、

西安八个城市的“绿地中心”系地标建筑

相加，累计高度在 3160米左右，如果再

加上郑州千玺广场的“大玉米”楼，超过

3300米。

没错，就是超过3300米！

超越欧洲著名的阿尔卑斯山、北美

洲的落基山(又译作洛矶山脉)3000米的

平均海拔，超越五岳的海拔高度，超越神

农架主峰。

绿地的企业精神是永不满足、思变

图强；永不止步、争创一流！要求全员牢

固树立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将与时俱

进、变革创新、争做第一作为企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原动力，在一个个更高更

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进步、更快发展。

□徐苇

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企业文化针对思想体
系的引领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强。因为只有思想包袱
解决了，人才会一往无前，激发巨大的能动力、责任
心。从这来讲，党建从思想层面给企业文化带来了
更多。

绿地的企业精神是永不满足、思变图强；永不止
步、争创一流！要求全员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危机意
识，将与时俱进、变革创新、争做第一作为企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原动力，在一个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实
现更大进步、更快发展。

绿地的企业作风是倡导牢记使命、反对胸无大
志；倡导昂扬向上、反对精神懈怠；倡导富有责任、反
对推诿扯皮；倡导创新变革、反对故步自封；倡导同心
同德、反对独断专行；倡导廉俭为本、反对挥霍铺张。

这些根植于企业深处的文化，无论从哪一方面
看，都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的内容相吻合。

落到具体行为上，就是以“围绕中心、凝心聚
力、筑牢底线、同频共振”的指导思想，自觉、负责地
把涉及自己岗位的常规工作做到位,把日常工作做
出彩。

在职业沟通上有句话：注意你的思想，他会影响
你的行为；注意你的行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注意你
的习惯，它会改变你的命运。

个人修养、职业技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源头就是企业文化中凝聚的、发自企业发自每个
人内心的正能量，绿地集团领导深知，企业文化是党
建文化具体表现，党建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高度体现！
只有在一点一滴中激活人的内在精神，才会让企业的
每个个体焕发出新的光彩。

所以绿地在举办企业文化大讲堂时，找到了颇具
绿地企业特点的党建企业三结合：以党建文化提升企
业文化，以党建理念筑造企业理念，以党建高度塑造
产品高度。

2018 年的绿地企业文化大讲堂，以“振奋精气
神 拥抱新时代”为主题，通过演讲比赛、企业知识竞
赛、寻找“绿地宝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深入项目一
线，总结经验得失，发现感人事迹，助力企业发展。

让文化彰显亲和力、让思想化作行动力，以生动
鲜活的绿地故事为主，通过企业文化知识竞赛寓教于
乐，使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绿地文化，分享
绿地文化，并将学习成果转化成工作方法。

于是有了连续两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高达
10多万人次微信投票的“最美劳动者”评选。

有了每年“三八”妇女节的问候、母亲节的关怀、
“六一”儿童节的“绿地家庭日”活动、月度员工生日会
等众多关爱员工的活动。

有了针对《厉害了我的国》等爱国纪录片的学习，
有了一年一度去新县、竹沟、红旗渠等红色基地的集
中学习。

通过对评选出的“最美劳动者”先进事迹的集中
宣传，充分展示了绿地劳动者的风采，传递了绿地正
能量。

通过各种节日的关怀问候，凝聚了人心士气，让
钢筋水泥成为文化的载体。

通过对红色基地的学习，加深了文化的厚度，坚
定了党员职工的理想信念。

不光员工在感受，入住绿地项目的业主也在
感受，绿地项目建造的城市也在感受，用文化传递
文化，用责任提升责任成为绿地集团传给世界的
讯息。

在绿地看来，党建不是拘泥于“为党建而抓
党建”的思维定式，不是落入“念文件读政策就
是教育”的僵硬程式，不是陷入“喊口号讲道理
就是动员”的呆板模式。在绿地企业发展里，党
建文化和企业文化从来都是正能量文化，都是
提升企业爱心、责任心的核心文化。

绿地在河南的中原事业部党委在党建工作
中，结合事业部的实际情况和公司年轻人多、思
维活跃的特点，积极创新党建工作的形式，努力
寻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工作方
式，同时，激发工会和共青团的创造力，指导他
们分别组织开展员工和青年活动，取得了较好
的工作成效。比如今年6月工会举办的“荧光
夜跑，冲刺100亿”的半年冲刺活动，通过强健
体魄的健跑活动，提升了全员信心和必胜意志。

今年，国家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力度加强，

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加快转型发展，绿地集
团党委组织编写了企业文化故事集《初心》，将
工作中的感人事迹、先进员工的交流发言汇编
成册，激励广大党员和员工不忘初心、奋勇拼
搏，让大家通过回顾过去那些砥砺奋进的时
光、攻坚克难的岁月，激发起干部员工再攀新
高峰的力量、再创新辉煌的勇气。

为进一步做好党建文化建设，做好企业
文化传播，做好以党建促企业发展的工作，作
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世界 500强企业，绿
地集团一直将慈善公益事业作为党建、企业
文化延伸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 年，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向“希望
工程”捐资 100余万元，为河南省 51所贫困
小学捐建了“希望音乐教室”。

2011年，为助力郑州市公共交通事业发

展，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向郑州市公交公司
捐赠公交车10辆，价值650万元。

2012年，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成立了青
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了重阳节敬老活动、
为农民工送温暖等活动。

2014年、2015年，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
为南阳市方城县山区的孙沟小学捐赠 80套
崭新的课桌椅，一间“绿地爱心图书室”，一口

“希望井”，200套文具以及30多大箱书籍、体
育器材等物品，并向 8位特别困难的学生发
放了爱心助学金。

2016 年至 2018 年，绿地集团中原事业
部帮助国家贫困县洛宁县上戈镇里石头小学
完成了小学的危旧教室重建，并新建了绿地
图书阅览室、群怡电教室。

截至目前，绿地集团在河南先后累计捐

资捐助超 1900万元，除上述活动外，日常也
经常组织关爱环卫工、贫困儿童，前往福利院
慰问老人、特殊儿童等公益慈善活动。

慈善无大小，党建是核心。
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将“绿地心计划”融入

更多党建内容，从内心担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勿以恶小而为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历代中国的贤达之士都将善作为人格的尺
度。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有其客观规律的，企业
发展也是有其客观规律，而人是所有人类社会
客观规律的制定者、遵守者、传递者，每个人参
与创造自己从属行业的历史、参与创造自己从
属社会的历史，从企业文化到党建文化，从党
建文化到家国发展，绿地集团就是把公益的文
化温度，打磨成了城市地标的新尺度。

中国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绿地集团的领导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血

液里一样流淌着“达者兼济天下”的华夏人文
哲学基因。

从办好自己的事情，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从为人民服务，到创造美好生活；从做政府
所想、为市场所需，到紧扣时代脉搏顺势而为，
致力探索企业成长与城市、社会发展的共生之
路。绿地领导者、绿地党员、绿地每一个人，都
在企业哲学中贯彻了身负家国的高度。

古语有云：郡县制，天下安。
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尤其是地产

企业，不光其本身的人员规模体量大、人数
多，其开发的社区、综合体、商业办公楼等产
品，入住人数、家庭抑或公司，总人口达数万、
数十万，乃至几十万的比比皆是，远超历史上
一个郡县人口数量。

城市地标的建设更是复杂，它不单要解
决向住宅一样的人口凝聚问题，还要负担一
个区域的发展、引领、导向问题。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
其君。这种传统文人志士的情怀，不断提示
着一个有担当的人，居高位要长思人民生活，
处平凡之位要长思为国分忧。

绿地高层的针对超高城市地标的定位、
针对城市综合体的定位、针对国际人居住宅
的定位、针对产城一体化乃至特色小镇的定

位，都是基于“绿地，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宗
旨，基于“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的家国哲
学观。

思想决定高度，执行决定胜负。
只有心存标杆，才会塑造标杆，只有心存

更高，才会建造更高。
在绿地控股集团中原房地产事业部党委

书记、总经理方东兴看来，其开发的每一个产
品都跟他们开发的超高建筑一样，是一个企
业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的责任产品、情怀
产品、标杆产品，是一个城市不同产品形态的
标识。

绿地的这种企业哲学、企业宗旨，深刻影
响着绿地产品的开发，影响着绿地产业版图的
发展。因此，从企业发展的哲学意义上讲，绿
地集团不是一个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是致
力于建设一个项目，繁荣一方经济，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为地方的经济贡献力量。

绿地集团进入河南是在2004年，当时郑州
市郑东新区建设正处在起步期。关于CBD的
区域发展定位虽然清晰，但是对未来还是带有
很大疑虑，商务办公、高端写字楼产品不被市场
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公司都选择了放缓建
设速度或将写字楼建成了商住两用楼，绿地却
严守对政府的承诺，毅然决然地在CBD外环快
速建设了两座现代化的写字楼——绿地世纪
峰会和绿地峰会天下，成为CBD外环建设速

度最快、最早交房的项目之一，为加快 CBD
建设作出了榜样，为郑东新区“三年出形象，
五年成规模”作出了贡献。

此后，绿地原盛国际的建设加速了金水东
路向东的发展，绿地之窗是郑州高铁站周边第
一个开工及第一个投入使用的商务配套项目，
绿地滨湖国际城成为二七新区首个商务综合
体项目，随着郑州航空港区、中原新区的项目
先后建设，在区域内掀起一轮建设高潮。

绿地集团还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大
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建设了绿地中心·千
玺广场、绿地原盛国际、绿地之窗、绿地新都
会、绿地滨湖国际城、绿地峰会组团等城市商
务综合体，以世界级品牌实力，吸引建设银
行、申银万国证券、天安保险、卫华集团等知
名企业区域总部进驻，力邀万豪集团、美利亚
集团、正大集团、丹尼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落
户经营，共同助力河南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

通过绿地集团内部全球资源的共享和整
合，积极推进产城融合项目，即将投资建设绿
地空港会展城等项目，承接海内外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会展、服务外包等产业。

《诗经·大雅·荡》有云：“靡不有初，鲜克
有终。”

绿地在河南、在全国、在全世界，因为领
导者有党建家国的大情怀，才会有不断发展
的企业新高度。

重温入党誓词 赴兰考学习焦裕禄精神

邀请河南省委党校老师做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党建增加
企业文化的厚度A

党建给予企业公益的温度B

党建提升企业哲学的高度C

党建塑造企业发展的气度D

2018新党章学习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党员亮出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