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创集团 2002年进军房地产
业，2005年开启省域化布局，2016
年创立广东、云南、海南区域公司，
2017 年“深耕中原、布局全国”战
略实施，2018年挺进全国20省市。

集团“2018-2022”五年战略
聚焦美好生活、健康中国，以国际

化视野开启健康养生养老新篇章，
2018 年，河南、云南、四川、湖北、
湖南等“康养旅”项目落地，从专注
住宅开发，到住宅与康养旅双核驱
动，新时代，新征程，浩创集团，让
美好发生，与中国共成长。

以匠心致初心，以超越筑卓
越，17 年来，浩创集团秉承“诚信
为本、创新为魂”企业价值观，精研

“8S 美好生活家”产品价值体系，
打造梧桐系、郡系、优系等 3个产
品系，梧桐郡、剑桥郡、天鹅湖畔、
浩创优尚等 46个经典社区，致敬
28万浩创业主。

作为河南第一大报，愿《河南
日报》在新时代继续高扬人文关
怀，为推动建设美好中国、健康中
国鼓呼。

以匠心致初心，以超越筑卓越
——浩创集团董事长 刘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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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新时代的奋斗者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南区域总裁 杨海波
正商集团副总裁 张国强
康桥地产集团执行总裁 朱荣梅
盛澳集团总裁 肖浩燃
新田集团总裁 冯常生
郑州清华园集团董事长 李 轩
万科集团郑州公司总经理 许沈波
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 戎
富力郑州公司董事长 苗风华
郑州华南城董事长 温国辉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张峰
上海楷林房地产开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如民
荣盛发展河南区域总经理 胡友林
和昌集团郑州公司总经理 梁延虎
贝壳河南省区总经理 何生祥
蓝光控股集团河南区域郑州项目公司总经理 史洪建
福晟地产集团副总裁、郑州福晟集团总裁 毕海涛
阳光城集团河南区域公司总裁 郭京愔
电建地产总经理助理、中南区域总经理 周 全
嘉业集团董事长 王紫煜
郑州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 静
河南美商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朋飞
河南颐养乐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李 皓
河南星联芒果集团总裁 乔 宁
郑州泉舜中州上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涛

2018河南地产行业之“风云人物奖”获奖名单

郑州恒大城
北龙湖·金茂府
宝能·郑州中心
荣盛华府
郑州恒大金碧天下半城湖
万科·三度湖山
正商·善水上境
鸿园VILLA-x
融创·大河宸院
永威·上和院
泰禾·中州院子
美景美境
蓝城·玫瑰园
名门紫园
华瑞紫韵城
云松·金域华府
融信·江湾城
兴港和昌·盛世城邦

新城·郡望府
裕华·满园
佳兆业·悦峰
亚新·美好天境
盛澳·金尊府
长基雁月湾
谦祥·福晟兴隆城
福晟·南山府
兰考建业·红天地
郑州·孔雀城
启迪郑东科技城
清华·大溪地
和昌·林与城
亚星·金运外滩
泉舜·上城
豫发·白鹭源·春晓
蓝光·凤湖长岛国际社区

2018河南地产行业之“工匠典范奖”获奖名单

2018“河南地产行业品牌价值企业家”
推选活动榜单公示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正商集团
鑫苑集团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永威置业有限公司
康桥地产集团
碧桂园河南区域
融创中国华北区域集团中原公司
楷林置业
锦艺地产
河南裕华集团
蓝光控股集团河南区域
阳光城集团河南区域公司
新城控股郑州公司

和昌集团郑州公司
孔雀城郑州分公司
河南蓝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门地产（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中岳秀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盛地产集团
河南亚星集团
郑州华瑞紫韵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长基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云松置业有限公司

2018河南地产行业之“榜样价值奖”获奖名单

建业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正商集团董事长 张敬国
豫发集团董事长 王建树
鑫苑集团董事长 张 勇
楷林置业董事长 郑新桥
郑州永威置业董事长 李 伟
河南裕华集团董事长 田 华
河南民安置地集团董事长 张信志
奥伦达部落创始人、居易国际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向阳
浩创集团董事长 刘建新
河南星联芒果集团董事长 王永光
河南中岳秀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铭仪
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进京
中国亚太实业集团董事长 王继璋
河南常绿集团董事长 刘 涛
豫森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广林

2018河南地产行业之“领军人物奖”获奖名单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自 2018年 11月 26日开始，首届“河南地产行业品牌价值企业家”推选活动

启动。其间，河南日报新闻客户端网上投票窗口全面开启，截止到 12月 6日投票

结束，线上访问量已经累计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投票200多万人次。在综合了

线上累积投票排名情况，全面参考了省内专家团的意见后，经过多维度收集、梳

理及多角度评选，遴选出了“领军人物”和“风云人物”奖项的最终上榜名单。本

期“河南地产行业品牌价值企业家”评选新闻专刊公布各奖项获奖名单。

改革开放 40年，他们是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开拓者与

引领者。《河南日报》将充分发挥党报的影响力、公信力，积极倡导和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让“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品牌价值”进一步在我省房地产行业发扬

传承。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重要的时间坐标点上，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让我

们与“领军人物”和“风云人物”一起，致敬这个最好的时代！

建业是典型的价值观导向企
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追求卓
越，坚忍图成”的企业精神与“根植
中原，造福百姓”的核心理念，将企
业的命运与河南这块土地融为一
体，与区域、与时代共生共荣。

循道而为，道即规律，建业从
房地产开发商转型为新型生活方

式服务商，从“让河南人民都住上
好房子”到“让河南人民都过上好
生活”，正是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型命
题”这一变化，进行产品与服务的
升级、创新。

敬重信用的价值。2012年前
后，建业树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战
略自信、品牌自信”，并决心加快培
育“产品自信和服务自信”。这五
个自信里最为核心的，就是一个

“信”字。
循道追光，感恩时代。建业将

持续踏实践行“做中原城市化进程
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的角色
定位，朝着“百年老店”的建设目
标，稳健前行。

循道追光 感恩时代
——建业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

成立至今，楷林在写字楼领域
专注深耕，有幸见证了中国，尤其
是河南“商务办公”的发展历程。

2004 年，楷林首个写字楼项
目“信息大厦”封顶，开启了河南纯
正商务办公的先河，自此，河南进
入了“纯正商务”时代；2008年，楷
林国际引入了河南首个“空中花

园”；2011 年，楷林 IFC 作为中原
首个LEED银级认证写字楼群，引
领“绿色智能”办公时代的到来；
2013 年，充分考虑办公人群的身
心健康，楷林中心率先采用 VAV
中央空调系统、会议新风增氧系
统——“生态写字楼”应运而生……

我坚信，未来的写字楼，不仅
是创造财富的场所，更是创造幸福
的空间。唯有懂得人性、尊重人
性、以人为本，不断创造美好才有
机会在下一站胜出。

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必将持续
呈现“大鳄垄断、细分争艳”的态
势；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人
文氛围需求的持续高涨，房地产细
分领域的领军企业也必将拥有更
多机会，赢得更好的发展。

专注深耕 不断创造美好
——楷林置业董事长 郑新桥

作为一家地产企业，永威的
价值对个体的人来说，是为业主
打造一个宜居的、并能长期居住
的家，希望永威能给城市留下一
些不一样的建筑艺术，提升城市
整体的建筑水平和形象，成为城
市的名片。

这几年永威一直在和李玮珉

等知名设计大师合作，另外，项目
使用的建材，必须是经久耐用的，
我一手推动项目落地清水混凝土
景观，也是这个目的。精细化施工
是永威一贯坚持的，未来还要继续
优化，形成标准化彻底贯彻。为了
精益求精的精细化品质，成本、速
度等都可以让路。

近几年永威也开始全国化发
展，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为了迈出这一步，永威在前期
做了近十年的积累。我个人非常
期盼并推动永威为中原城市群以
及为京津冀、长三角的城市发展，
贡献一份品质的力量。

祝《河南日报》越办越好，领舞
中原，展现波澜壮阔的中原崛起之
路，推动城市发展。

精益求精 贡献品质的力量
——郑州永威置业董事长 李 伟

裕华集团创立于 2000 年，依
靠“诚信、高效、创新、务实”的价值
理念、“诚信立企、精品拓市”的经
营理念、“真诚专业、尽善尽美”的
服务理念不断成长壮大，可以说

“诚信”与“精品”是裕华集团发展
的根基所在。这十几年来，见证过
市场的火爆，也经历过短暂的低迷

时期，而无论市场如何变幻与发
展，我始终坚信，唯有品质上的坚
持与经营上的真诚是始终如一的，
这也是我们面对千帆竞渡、百舸争
流的竞争态势的应对态度和企业
坚守。

作为郑州一家本土房企而言，
裕华要走的路还很长，面对外部的
竞争与市场的瞬息万变，唯有矢志
不渝的坚持与努力，才能从挑战之
中创造机遇。

未来，裕华集团将继续实施品
牌发展战略，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坚信，
以“裕而从容、自蕴风华”为精神的
裕华人，将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新的市场中为城市的进步和发
展作出裕华人自己的贡献！

裕而从容 自蕴风华
——河南裕华集团董事长 田 华

行业发展进入下半场，市场
竞争要靠质量、品质、创新和服务
来取胜，要靠现代管理、专业技
能、品牌塑造来打造综合竞争力，
而民安对此有足够的信心。

自 2003 年涉足房地产以来，
河南民安置地集团一直秉承“信
立于民，志在居安”的企业宗旨，
以“承担责任，创造价值”为核心
价值观，致力于“构建乐居生活”,
诠释了一位现代优秀企业领导人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构建乐居生活”即建筑高品
质的住宅，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
建造美好的企业文化、社区文化，
体现出民安置地集团服务于社
会、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员工的真
诚承诺。正是因为有了“信立于
民，志在居安”的做事态度，才能
使“构建乐居生活”成功实现。

承担责任 创造价值
——河南民安置地集团董事长 张信志

奥伦达部落是一家会员制健
康与幸福系统运营商，以“健康产
业+奥伦达部落+X”的模式启动多
元化特色产业运营，并以“奥伦达
部落特色小镇”为主要板块。

奥伦达部落特色小镇以特色
产 业（大 健 康 范 畴 下 的 特 色 产
业）+聚落文化运营（梦想聚落）+

X（在地化特色产业）的组合发展
模式，配以“资本共享、运营共享、
文化共享”的客户与企业间的模
式，形成奥伦达部落独有的特色
小镇发展模式，并在全国乃至全
球进行自主开发或模式输出复
制。以全球顶级家医服务、聚落
文化实践和全球小镇生活展示在
内的三大核心服务内容，孵化出
奥伦达部落健康产业的新业态、
新模式。

建立一套商业模式，为国人的
健康幸福生活而服务是我多年来
的梦想，奥伦达部落的建立，旨在
为社会创造幸福价值，并能够让更
多的人健康幸福起来。

新的一年来临之际，在此预祝
《河南日报》越做越好！

为社会创造幸福价值
——奥伦达部落创始人、居易国际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向阳

星联芒果集团作为河南本土
房地产企业的代表，自新芒果开
始，已成功开发了新芒果大厦、双
河湾、星联湾、御象湖等十余个项
目。历经十三年的发展，在中原
人民的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星

联芒果集团对品质的严苛追求。
星联芒果集团将项目品质和

物业服务作为集团综合品质提升
的重中之重，积极落实针对集团
旗下已交付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行
逐一击破，从品质提升和物业服
务提升两大方面回馈星联业主。

星联芒果集团将发展路线定
位为“品质化、精品化”。别人求
数量、求速度，作为本土企业的我
们求质量，求精品。星联芒果集
团尊重每一个项目独有的地脉文
化，努力追求和谐人居与自然的
完美结合，一步一个脚印把路走
稳，将高品质落到实处，力争将每
个项目做成标杆、做成精品，为中
原人打造适宜人居的绿色生活家
园。

为中原人打造适宜人居的绿色生活家园
——河南星联芒果集团董事长 王永光

做企业，如同马拉松长跑，比
试、比拼的不仅是速度，而是耐
力。中岳秀峰志在成为百年老店，
誓做百年企业，就必须讲求企业的
平稳和安全，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永续经营，不能忽而一飞冲天，
忽而紧急迫降，只有小心谨慎，惧
者生存，才能驶得百年船。

作为中原地区成立最早的开
发商之一，中岳秀峰走过了四分之
一个世纪，未来，中岳秀峰将以房
地产为主业，多领域并举，树人，树
品质，树品牌，朝着百年企业、百年
基业的既定目标稳健前行。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众多合作
伙伴的支持，作为中岳秀峰的优质
合作伙伴，《河南日报》是权威、有
影响力的媒体平台，折射出了主流
媒体的担当和责任，祝《河南日报》
越办越好！

树人 树品质 树品牌
——河南中岳秀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铭仪

地产商会自创会近14年以来，
多次为政府建言献策，得到省市领
导的大力称赞，省工商联评价地产
商会是旗帜型行业组织。14年来来，，
地产商会独创且连续成功举办全国地产商会独创且连续成功举办全国
唯一零利润展会唯一零利润展会，，20182018年首次独占年首次独占
郑交会四分之一展区面积郑交会四分之一展区面积，，为广大为广大
企业节省大企业节省大量的成本量的成本。。

地产商会始终以“利他之心”
和精准服务，帮助这些民营企业创
造更大价值，以正气、正道、正能
量，勇扛行业健康的大旗，被誉为
河南地产界的“欧盟”。

现在宏观经济在进行深度调
整，地产商会将与企业以及企业
家，在这特殊的形势下保持平稳的
深秋心态 ，给市场以信心，给企
业、企业家以信心。

当下及未来，很多房企在新
形势下谋求转型。我有两点建
议：一是拓展金融渠道，二是主动
拥抱科技。就是通过对客户需求
的研究，来推出更好的产品战略
和服务战略，以产业化的眼光和
实践来抢占未来十年的中国住宅
产业大市场。

以“利他之心”创新坚守河南地产“欧盟”
——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进京

中国亚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耕地产行业 20余年，已发展成
为综合性、集团化的企业实体。
集团始终秉承“健康规范、务实高
效、和谐发展、共创共赢”的经营
理念，坚持“忠诚敬业、开拓进取、
拼搏奉献、学习创新”的企业精
神，专注省直机关团购项目 12年，

服务 20余家单位，凭借完备的施
工资质与管理、企业战略管理和
人才优势，在客户及同行业中建
立了优秀的品牌形象与口碑，在
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并多
次荣获省市先进建筑企业等多项
荣誉称号。

未来，亚太集团将继续坚持
“仁爱、诚信、团结、协作”的核心
理念，不断奋发图强，逐步向专业
化、多元化方向迈进，早日实现亚
太集团全国知名品牌的企业愿景。

衷心祝愿衷心祝愿《《河南日报河南日报》》继续以继续以
昂扬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昂扬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做足做足
做好做好““民生民生、、民声民声””文章文章，，让具有让具有

““新闻性新闻性、、思想性思想性、、服务性服务性””的报道的报道
更好地走近客户更好地走近客户、、走入社会走入社会，，在未在未
来百尺竿头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进一步!!

坚持企业文化建设 向专业化、多元化方向迈进
——中国亚太实业集团董事长 王继璋

25载是一个企业承担使命的
历史长度，20 余盘是一代匠人布
局城市的坚实足迹。

常绿集团成立 25 年来，深耕
中原，以诚开疆，是一家集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集团，拥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
质，名列“河南民营企业 100 强”

“河南省民营企业纳税 100强”，连
年被授予“河南省房地产开发先进
单位”。

从常绿·林溪谷系列的低密大
境、常绿·壹号院系列的中式院落
再到常绿·林溪天悦、常绿·卧龙府
的大国礼制、传承府邸，企业对产
品的淬炼锻造成就了品质的口碑
相传。每一个项目，从拿地规划，
从建设到交付，常绿集团始终以客
户需求为中心，不断对产品与服务
进行创新升级，旨为提高中原业主
的人居环境。

常绿集团在城市建设中捐赠
各类公益事业近千万元，积极践行
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用品质兑
现承诺，用建筑点亮生活，让建筑
与生命常绿！

二十五载聚力发展 奋力续写新时代篇章
——河南常绿集团董事长 刘 涛

城市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
断迭代更新，住宅建设更是需要
紧跟时代的脚步，未来，如何在追
求人居舒适度的同时坚持对生态
环境的友好保护，是每一个企业
要面临的问题，“低碳建筑健康生
活”将是豫森集团的产品理念，更

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基。
在未来的发展中，豫森将以

“科技筑造，心向自然”为最新的
品牌理念，深耕科技住宅研发，融
合未来生活理念与人居特色，打
造出以科技建筑、未来人居、绿色
生活三大系统为核心的绿色住
宅，坚持对自然的敬畏与科技的
执着，为城市带来绿色居住文明。

博观而约取，厚积方能薄发，
改变、创造、细致、用心，豫森集团
十周年，新征程再出发，豫森集团
将以坚守品质的初心，实现企业
梦想，与城市一起豫见更好的未
来。

《河南日报》点燃生命热望，
凝练中原之魂，祝越办越好。

与城市一起豫见更好的未来
——豫森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广林

创立 24 年来，正商集团坚持
“立足郑州，布局全国”的战略思
想，秉承着“走正道，行正商，为正
人，做正事，结正果”的企业品质，
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精细化
工、环保、工程建设、物业服务、酒
店管理、医院管理、投资和信托基
金管理于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

作为一名地产界的深耕者，
我对生养我的这片土地，一直心
怀敬畏，努力让我们建设的家园

“一草一木皆世界”，成为真正的
“诗意的栖息地”。作为改革开放
以来较早进入地产行业的先行
者，我们特别感谢这个时代，正商
走到今天，所有的荣誉，都得益于
这个伟大的时代，得益于这一方
沃土的滋养。

《河南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忠
实纪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鼓与呼，发挥了重大作
用。祝愿《河南日报》越办越好，在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出彩河南建设
中继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共同建
设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不忘初心 不断超越
——正商集团董事长 张敬国

豫发集团以“助豫发展、共享
锦荣”的使命，坚持做产业地产的
探索者，将匠心筑梦理念贯彻在产
业开发与运营之中，打造了诸多优
质产业项目，为实体经济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建设贡献力
量。

自 2000 年组建豫发集团，笃

定情怀与担当，将“产业报国”的初
心化为不断求索的动力，默默耕
耘、脚踏实地、迎难而上，成为“让
城市‘豫发’精彩”的忠实践行者。

必须把企业自身利益与国家
利益、人民利益紧密相连，选择能
够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事情
去做，积极参与到推动社会发展进
步的洪流中去，与时代同呼吸共冷
暖。

未来的豫发，愿继续做默默耕
耘的黄牛，脚踏实地，任劳任怨，打
造更多优质的产业项目。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团结一心奋力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道路上，以黄牛精神
深耕产业地产，终会让一颗充满希
望的种子，在脚下这片厚土上，成
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以黄牛精神深耕产业地产
——豫发集团董事长 王建树

鑫苑，1997年从郑州出发，经
过 20年的不断锤炼，逐渐成为一
家实力雄厚的多元化集团企业，即
将迈入崭新征程。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鑫苑将
在“新平台、新生态、新赋能”的战略
框架下，主业做强，辅业做大，逐步
成为国际化科技地产生态的引领

者。做强一个主业，地产是立身之
本，持续做强房地产业务，全球化布
局;发展两大战略，推进大科技、大
金融业务的发展与融合，共同助力
大地产科技化转型;推进科技化、产
业化、国际化、生态化四化建设。

鑫苑致力于打造完整的生态
系统，开启地产开发、融资代建、产
城运营、智慧科技、商业管理、物业
管理等业务，用技术创新解决行业
发展运营痛点，用智慧创新构建社
区生活新生态，用信息化创新推动
地产企业效率提升。

“逐步成为国际化科技地产生
态的引领者”是鑫苑人的愿景，更
是鞭策鑫苑人不断努力的方向。
鑫苑在创新探索中由优秀走向卓
越，由卓越走向伟大!

由优秀走向卓越，由卓越走向伟大
——鑫苑集团董事长 张 勇

2018河南地产行业之“领军人物奖”获奖名单

郑州盛世宏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 静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南区域总裁
杨海波

正商集团副总裁
张国强

康桥地产集团执行总裁
朱荣梅

电建地产总经理助理、中南区域总经理
周 全

河南美商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朋飞

蓝光控股集团河南区域郑州项目
公司总经理 史洪建

河南颐养乐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李 皓

嘉业集团董事长
王紫煜

阳光城集团河南区域公司总裁
郭京愔

荣盛发展河南区域总经理
胡友林

盛澳集团总裁
肖浩燃

万科集团郑州公司总经理
许沈波

河南星联芒果集团总裁
乔 宁

郑州华南城董事长
温国辉

新田集团总裁
冯常生

郑州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 戎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张峰

和昌集团郑州公司总经理
梁延虎

福晟地产集团副总裁、郑州福晟集
团总裁 毕海涛

郑州清华园集团董事长
李 轩

富力郑州公司董事长
苗风华

上海楷林房地产开发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王如民

贝壳河南省区总经理
何生祥

2018河南地产行业之“风云人物奖”获奖名单

郑州泉舜中州上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涛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