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

自生,故能长生。”

“于已有利而于人无利者，小商也；

胸存纵横四海之志，怀抱吞吐宇宙之

气，大商也。”

□张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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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大商？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故大商之

道在于境界，大商之道在于“无算”。
正如《易经》所云：利，义之和也。在

“利”和“益”面前，正商用实际行动做到了
“大商无算”。

2019 年 7 月 24 日，福布斯中国发布
2019中国慈善榜：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
以现金捐款总额1亿元获第43名。

以下的场景在正商的公益行动中是颇
为常见的：2019年 4月 27日上午，正商集团
捐赠仪式在郑州大学主校区综合管理中心
第五会议室举行。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
作为郑州大学物理工程学院 1979级校友，
继 2018年捐赠郑州大学 1亿元之后，再次
捐赠 1000 万元，助力母校一流大学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郑

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及正商集团副总裁张
国强、陈继国，正商集团财务总监行竹梅等
出席捐赠仪式。

据统计，十多年来，正商集团在市政道
路建设及交通运输方面已作出了显著的成
绩，2002年，正商自投800余万元修建郑州
市管城区港湾路；2005年，自投 500余万元
修建郑州市金水区园田路；2007 年，投资
300余万元修建郑州市金水区银河路；2008
年，投资 1000余万元修建郑州市管城区香
草路、宏达路；2011年，投资1200余万元修
建郑州市管城区银莺路、弓庄南街和果园东
路。2010年，累计捐赠郑州市 13辆公交车
辆，金额约 900万元；2011年，累计捐赠郑
州市 46辆公交车辆，金额约 3100万元，公
共交通运输车辆捐赠已达 59辆，共计金额
4000余万元。这些举措为改善市民交通出

行条件，缓解城市交通运输压力，提高城市
人居生活品质给予支撑，为助力城市区域经
济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教育方面：2009年正商集团投巨资
兴建郑州管城区港湾路小学，无偿捐献给政
府，成为郑州市第一家将一所学校捐赠政府
的地产民营企业。2014 年 5月份，一个月
内，正商集团旗下三个社区：正商银莺路中
小学、正商红河谷中小学、正商花语里秦岭
中学，三所公办学校联动开建，成为政府关
注，社会各界广为传颂的教育佳话。

2014年8月15日，正商集团投资兴建的
信阳市第三小学正商学校捐赠交付揭牌仪式
在该校举行。这是正商在品质提升路上迈出
的又一坚实步伐，正商集团多年来投身公益
教育事业，孜孜不倦，这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
关注，更是用爱心践行慈善。

正商多年来关注公益事业，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在赈灾扶贫、教育事业、公共交通、
公共社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累计捐
款捐物达3.3亿元。

正商集团在中原诞生，始终秉承为优秀
人群创造品质生活的企业使命，立足中原，
走向全国，在屡创荣誉的同时，不忘回馈社
会，正商地产在用行动说话，用慈善传承大
爱与感动，这是正商地产品质立企、践行责
任的有力见证。

2020年，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新
一线品牌城市定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我们相信，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正商
集团在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必将有更大作
为，为古都郑州这座新一线品牌城市助
力，输入更优质的品质服务，创造更卓越
的突出贡献。

大商无算 解密正商“大商之道”

《诗经·周颂·敬之》曰:“日就月将，学有
缉熙于光明。”

这句话的意思指：每天有收获，每月有
进步。形容精进不止，日积月累。正商，在
房地产领域的耕耘，就像一位痴心不已的学
者，每一刻都在不停的思索，也在日益成熟
思索中精进不止。

2019年 9月 27日。“一生有你 幸福启
程——正商生态城产品发布会”在生态城艺
术中心举行。

正商集团副总裁刘振强出席发布会并
现场致辞。正商集团主管领导及相关负责
人、战略合作伙伴、水木年华歌友、新闻媒体
朋友等 5000余人共享盛会，重新回味水木
年华的经典歌曲。本次歌友会，标志着正商
集团秉承“为优秀人群创造品质生活”的企

业使命，对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认知，更
是为回馈正商100万业主，提高正商社区幸
福生活指数的郑重承诺和重要举措。

培养新的文明城市，树立新的市民文化
修养，是未来社区生活的主要目标，如何打造
正商新的社区服务标准，提升新的产品优质
配套，优化社区新的礼仪形象和专业服务意
识，是正商集团一直在思索并积极践行的新
课题。

作为中原城镇化进程的生力军，城市建
设和房地产开发的践行者，作为郑州房地产
行业的领导品牌，对将高品质视为企业未来
发展战略的正商集团来说，严格而有序的产
品标准化流程是一大亮点。正商集团在项
目的整体规划、设计、运营过程中，严格执行
品质全方位监督机制，用“品质”要求和约束

每一位正商人。
中国的经济格局在不断重组和优化、

创新、转型、升级，做好新一线品牌城市形
象展示窗口，打造服务软实力，改善新品牌
城市完善的品质生活配套，公共区域配套，
公益城市配套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力和
新源泉。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深耕郑州 25
年，为百万业主提供并改善了置业梦想的河
南品牌房企，正商集团将会及时把握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契机，发挥更多产业优
势，把品质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来
抓，为更多业主创造更加优质的品质生活，
为满足更多居民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的美好
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发挥带动作用。

正商从未忘记“品质”这颗初心，所有

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品质提升的
品牌规划。自创立之初提出的“正商地产
品质体验”到如今的“品质生活到永远”，正
商对品质地产始终孜孜以求，专注打造“建
造高品质、配套高品质、服务高品质”的高
品质项目，为提升人居环境、打造品质生
活、促进城市化发展，不断创新超越，砥砺
前行。正商，对服务标准的严苛要求，不仅
换来了业主的认可，也为自己的未来打开
一片广阔的天空。

在《河南日报》年终地产红榜评选中，正
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以 40 多万票高居第
一，充分证明了正商集团的品牌影响力和社
会影响力，也进一步透析出正商集团100万
业主对正商25年来深耕城市发展所作贡献
的一种认同和信赖！

“踏莎行，疆域辽阔，商机无限。关山重
重路三千，驼铃不辞塞北雪，帆影流连江南
烟。粜东籴西，汇北兑南，经世济民两肩
担。”这首诗，道出了古代大商的心胸与情
怀。

正商，在二十余载栉风沐雨、砥砺奋进
的征途中，尽显大商风范。

《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曾说：“数
据自己会说话，它有自己的力量。”

下面一组数据，是正商 2019年走过的
如歌征程，我们通过这一行坚实的足印，或
许能了解一个企业砥砺前行的发展历程：

2019年 1月，新年伊始。不忘初心，一
心向党——2019年正商集团全体党员新春
大会在正商智慧城多功能厅召开。河南正
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敬国为 100余名党员上了一堂意义深刻
的“党课”。

2019年 4月 1日，招商银行与正商集团
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商集团获招商
银行框架授信额度200亿元。双方约定，招
商银行将利用其现代化企业现金管理系统
（包括网上企业银行、银企直联等），协助正
商集团进行有效的资金运作，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2019 年 4 月 23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正商集团在

郑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商集团获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框架授信额度 200 亿元。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董琢理，河南正商企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
国及双方资金高管团队共同出席了签约
仪式。这是正商集团继 4 月 1 日与招商
银行郑州分行签约框架授信 200 亿元之
后的再次发力。

2019 年 4 月 26 日 ，“ 高 品 质 更 精
致”——2019年正商集团首席品质官、首席
客服经理发布会在正商智慧城多功能厅举
行。70余家中央驻（豫）及省会主流媒体记
者和正商首席品质官、首席客服经理集体见
证了这一重要时刻。与国内部分房企的事
业合伙人强调利益共享不同，正商此次推出
的首席品质官、首席客服经理机制更多的
是讲求责任。这也是河南品牌房企首次把
品质官、客服经理纳入企业管理机制，提高
企业责任和担当，开启企业坚守高品质的
新篇章。

让健康与快乐随行，让运动与生命同
在。为加强正商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丰富员
工体育文化生活，增强员工身体素质，提高
全体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团队协作力，
2019 年 5 月 26 日，“发挥正能量迎接新挑

战”——正商集团 2019年趣味运动会在正
商智慧城精彩举行。

2019 年 6 月 3 日，由正商集团主办的
“中原首届公寓节”开幕式暨媒体见面会在
正商汇都中心举行。本次发布会是正商高
品质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正商集团作
为郑州最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责任体现。
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发布活动，本次主办方正
商集团对现场布置非常用心，活动场地没有
设置在奢华星级酒店，而是在正商集团自己
开发、集团旗下兴业物联运营服务的正商汇
都中心举行，书吧式的场地显得优雅而别
致，让到访嘉宾切身体验正商高品质的贴心
服务。

2019 年 6 月 8 日 19:30，由郑州大学、
正商集团主办的“郑青春正美好”——首届
郑州大学＆正商集团文化艺术节活动在正
商智慧城龙湖镇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幕。郑
州大学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郑州大学音乐
学院管乐团近百名优秀学生向与会嘉宾及
正商业主现场演绎了十余首经典曲目，共同
谱写校企合作艺术发展新篇章。

2019 年 7 月 4 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正商集团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正商集团获中国民生银行框架授信
额度 100亿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地产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吕莉，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地产金融事业部华中区
域分部总经理陈建新，河南正商企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正商集团董事长
张敬国，正商集团财务总监行竹梅及双方
资金高管团队共同出席了签约仪式。

提高社区居民生活品质，完善社区高
品质生活配套，巩固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创
造区域城市核心竞争力，打造一站式网格
化商业街区新生活。2019年 7月 19日，正
商集团商业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正商
智慧城举行。横店院线、星光影城、黄金时
代、武林风基地、瑞幸咖啡、宴秋、张老呛、
丹尼斯、悦来悦喜等 14家国内知名商业品
牌同期进驻正商集团所属社区，与正商集
团携手共同打造社区商业网格化、一站式
多重街区生活名片，为正商集团高品质生
活输入新的活力。

一件件发生的实事，也是正商一串串跋
涉的足迹，在 2019年的历程中，可做年鉴；
在正商二十余载奋进的风雨征途中，却只算
得上里程碑上的一点印记。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一个企业的成功，表面看似寻常，甚至

平淡无奇，但却内蕴深厚，有如静水流深。
有时我们只看到了企业成功的一面，感觉相
当容易，岂不知当初是经历了多少风雨才会
绽放出今日璀璨夺目的光彩。

日就月将 创新不已1

征程如歌 砥砺前行2

大道无痕 大商无算3

正商经开广场实景

正商智慧城实景

正商生态城实景

正商善水上境会所实景

正商国际大厦样板间实景

正商善水上境会所实景

正商善水上境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