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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伟大出自平凡

□廊桥

在商言商，商亦有道;在商不言商，商道即正道。

多年的商旅生涯，我恪守的恰恰就是一个“正”字，做

正人，做正事，走正道，所以“商”才能越做越大，“道”

才能越走越阔。

——正商集团董事长 张敬国

6月 30日晚，正商集团举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9周年
暨正商集团2020年年中业绩发
布会》，正商集团副总裁张国强
先生宣布“正商集团上半年销售
金 额 为 165.18 亿 元 。 正 商 提
出，下半年要将因疫情而遭受的
损失补回来，力争下半年集团销
售300亿元。”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2018 年，正商集团销售额
509.7 亿元，销售面积 432.59 万
平方米，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居郑
州第一名。

2019年，正商集团销售额为
518.7亿元，销售面积为448.4万平
方米，同样是郑州市场双榜冠军。

截至 2020 年 7月 15日，正
商在全国 11 座城市相继开发
100余个项目，土地储备建筑面
积已达6800多万平方米。正商
业主人数达100余万人。

郑州地产界风起云涌，全国
排名前列地产大鳄长驱直入中
原，群雄逐鹿，使得竞争更为激
烈。就是在这样没有硝烟的商战

中，正商作为本土房企，励精图
治，凭借“高品质”坚守和勤奋杀
出了一条充满生机的康庄大道。

回顾正商一路走过来的足
迹，不难发现，在房地产行业跨
界、转型、并购的新常态经济驱动
下，正商集团二十年如一日地潜
心坚守一个行业，做好一件事，以
客户服务为中心，强化执行力，不
断提高客户满意度，这种专业、务
实的做事心态，折射出一个企业
天道酬勤的珍贵品格。

在正商的企业发展理念中，
做房地产，不仅仅是物业服务、产
品定位、建筑设计、景观规划等方
面做好就够了，还需要统筹兼顾，
做好诸多细节，回归地产本质，承
担社会责任，创造公益价值，引领
并培养行业健康向上的新风尚。

正商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这一理念。它不是随口喊出的
空洞口号，而是正商人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一言一行的坚定
承诺。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
2020年的春节与往年热闹

祥和的春节截然不同。
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周

内，随着春运席卷全国。疫情无
情夺取了人们的健康，让人们闻

“疫”生惧。可是，哪怕在面对疫
情的危急时刻，人间大爱也未停
止。

疫情期间，正商集团在做好社
区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竭力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爱
心和力量。通过郑州市红十字会，
向武汉捐款人民币100万元。

面对疫情，正商集团旗下公
司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紧急调拨 1600箱共 32000瓶消
毒液赶赴武汉抗疫一线，与武汉
人民一起抗击疫情，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正商各在建项目积极按照政
府要求，多措并举，积极作为，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不遗余力。
积极采购消毒液、洗手液、口罩、
消杀器材等防疫物品，并建立了
多级监控体系，隔离防范、每日消
杀，形成后勤物资保障等多项严
密的应急管理制度。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正
商物业和兴业物联迅速行动，积极
贯彻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共同战“疫”、共克时艰，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春节期间，有近3000
名物业人值守在一线，守护业主、
客户与员工的身体健康，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实际行动
彰显责任担当。

铂钻、建正东方中心、蓝海广
场、向阳广场、创富欣城、和谐大
厦、汇都中心先后得到辖区街道
办的表彰与嘉奖。

5月5日下午，“五一”假期最
后一天，在正商智慧城多功能中
心，正商集团党委、正商集团成功
举办以“致敬平凡劳动者”为主题
的“庆五一、五四暨抗击疫情表彰
大会”，对评选出的 10个优秀集
体、6家优秀合作单位、5名优秀
党员、49名优秀员工志愿者予以
表彰嘉奖。正商集团、正商物业、
兴业物联管理层，合作方代表、管
城区航东街道办事处、二七区京
广路街道办事处、郑东新区龙子
湖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及省会
郑州主流媒体代表一同与会，共
同见证。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
人民。”这次抗击疫情表彰大会
上，站在台上接受表彰的人们，
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正商人、
正商物业人、兴业物联人。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
尽责，越是危难越向前，优秀的
企业文化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成
为推动正商集团持续健康发展
的强大引擎。

无数实例证明，在房地产行
业，唯品质方能取胜，能够铸就
品牌实力的，也是“品质”这两个
字，这也是多年来被印证的一条
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任何一
个行业、任何一个阶段，唯有高
端品质才能铸就一个为大众所
信赖的品牌，才能确保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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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标
志着正商集团高品质建造、高品
质配套、高品质服务战略已融入
集团发展脉络，并形成一整套完
善的“正商模式”。

自 2013 年提出高品质战略
以来，正商无论是在工程质量和
物业服务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正商高品质战略，坚持把
高品质建造、高品质服务、高品
质配套放到企业发展的首位，无
论是设计施工还是招标采购都
不设目标成本，坚决以高品质为
目的，坚持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
的产品和服务。

无论是郑东新区龙子湖区
域的正商书香华府，抑或择址高
端的北龙湖“五境传奇”系列大
作正商善水上境、珑湖上境、珑
水上境等，还是具有造城之势的
低密生态大盘正商智慧城、正商
河峪洲项目，或者宜居项目正商
玉兰谷、正商家河家、正商林语
溪岸……诸如这些特色高端品
质佳作不胜枚举，正商打造高品
质之宏大格局、品质匠心已深入
人心。

最好的产品，就是做到使用
的时候忘记它的存在。善水上
境的室外排水系统全部按照地
面隐蔽式设计，园区道路安置
304不锈钢缝隙式排水，并在不
锈钢之间焊接 0.5毫米的实心不
锈钢柱，以保证缝隙的顺直耐

久。而每 50米设置一处的检查
井，更是与周边石材模数保持一
致，保障美观。

正商“铭筑系”公寓产品，如
四大铭筑之博雅广场、木华广
场，经开广场中的公寓产品、书
香铭筑、滨河铭筑、林溪铭筑、创
富欣城、汇都中心、佳仕阁等纯
公寓类项目迭出，成为正商产品
方阵中的一支劲旅。

正商公寓类项目均按照高
品质的标准来设计和建造，不仅
在建筑设计、景观塑造、社区模
式上和住宅项目比肩，在精装标
准上也不逊住宅项目，多为成品
房交付，这也是正商全产品系列
的一大亮点。

作为一个怀揣“为优秀人群创
造品质生活”历史使命的现代企
业，一个怀着对土地深厚情感和地
道的人居品质服务的追梦者，正商
的成就让很多企业无法企及。

正商集团作为河南房地产市
场发展的一个标杆，以智慧城、家
河家、河峪洲等为代表的品质家
系列产品，是正商高品质建设系
列的 1.0版本；以善水上境、珑湖
上境、珑水上境等为代表的“上境
系”产品，是正商高品质建设系列
的 2.0版本；未来，正商集团布局
的“小镇系”产品，是正商高品质
建设发展中的3.0版本。

品牌力量是企业在成规模
之后最为强大的竞争力，目前正
商集团的房地产产品已经在价
格竞争、质量竞争之后，进入同
省内、国内一线房企品牌力量相
竞争的阶段。

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正商
人都将以“品质生活到永远”为
主旨的核心理念，为改善中原人
居生活环境不断努力，为提供更
为高品质的产品不断奋斗，为提
供更为贴心的产品不断坚持，正
商集团将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去面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一切
机遇和挑战。

坚守 行动践行承诺

务实 品质源于坚持

善水上境实景

善水上境

正商善水上镜建筑与景观相映成趣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遗失公告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牟支公司不慎将流水号为0197200的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牟支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6日

业务范围：由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授权决定

机构编码：00010241012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时间：2017年 11月 27日

机构住所：尼桑大道北侧西二环路西侧杜宝峰自建房三楼整层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牟支公司

2020年7月22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
取得《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东新区
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东狼社

区1号楼二单元101室

机构编码：000140410122
成立日期：2012年 3月 20日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李上 电话：1561709712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偃师
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城关

镇310国道北侧（大槐树村）3组二楼

机构编码：000017410381
成立日期：2012年 1月 17日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

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

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

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

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

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

宜，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负责人：黄亚利

联系电话：0379-67739555

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九

如路51号 1号楼3楼整层

机构编码：000048410000
成立日期：2007年 6月 5日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

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

险业务。

负责人：屠佳 联系电话：13837185927

河南旭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郑州市东明南路36号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编码：41010474073595000
负责人：张莉

联系电话：0371-66371111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遗失公告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公司不慎将流水号为0115312的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12月 8日

业务范围：经营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

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10241018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时间：2015年 1月 13日

机构住所：巩义市和平路2号和平花园商务楼2号楼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公司

2020年7月22日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遗失公告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郑州荥阳营销服务部不慎将流水号为

0196920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郑州荥阳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22日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咨询和投诉。

机构编码：0001024101820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发证时间：2018年 8月 30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广武路北段东侧鑫苑小区3号楼1单元5层501房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郑州荥阳营销服务部

2020年7月22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阳监
管分局批准，撤销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滑县支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滑
县支公司

机构地址：安阳市滑县道口镇人民路南段
路西

机构编码：91410526MA3X4PGK8Y
许可证流水号：000072410526
特此公告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公司

2020年7月22日

关于撤销平安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永城支公司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
管分局批准，撤销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城支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永城支公司

机构地址：永城市东城区东方大道东段
南侧合众东城雅居

机构编码：91411481MA3XDMCP43
许可证流水号：000072411481
特此公告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城支公司

2020年7月22日

关于撤销平安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滑县支公司公告

正商 从“高增长”向“高品质”转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