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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行立德 商道酬信
——解析河南民营企业100强之正商集团背后的责任与坚守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

国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民营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面临较大困难，不断积聚的风险

也在通过产业链传导蔓延。调研显示，

96%的500强企业认为疫情对企业生产经

营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0月 26日，由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

办，省民营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工

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扶贫办、省社科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支持的河南省民营经济

“两个健康”高峰论坛暨 2020河南民营企

业100强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发布会正式揭晓了 2020河南民营企

业 100强、2020河南民营企业制造业 100

强、2020 河南民营企业现代服务业 100

强、2020 河南民营企业现代农业 100强、

2020河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100强榜单，

并发布了调研分析报告。

在 2020 河南民营企业现代服务业

100强中，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排在第二位，在上榜的房地产企业中排

在第一位。

“天道酬勤、地道酬善、商道酬信、业道

酬精”乃中国传统哲学之经典表达，得其精

髓者，不仅可以独善其身，亦可兼济天下。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民营企业的发展之路，是一条充满崎岖
坎坷的向上之路，鲜花与荆棘同在。而正商
地产的发展之路，更是一场承载着光荣与梦
想的辉煌之旅。

作为本土起家的地产企业，正商根植中
原大地，在不断吸收借鉴外来经验、技术的同
时，传承创新中原厚重的文化精髓，凭借“品
质地产”纵横商道，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正商集团自创立以来，持续健康发展，多
年“蝉联”河南民营企业100强和河南民营企
业现代服务业 100强，并成为河南房地产行
业中连续4年“蝉联”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的
唯一本土房企，为提高城市人居水平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郑州地产界风起云涌，全国排名前列的
地产大鳄纷纷进入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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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商地产二十六年如一日地潜心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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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的做事态度，折射出一个企业卧薪
尝胆、勤奋深耕的珍贵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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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并引领行业健康向上的
新风尚。

正商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一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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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正商地产在中原诞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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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商多年来关注公益事业，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在企业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回馈社
会各界的关爱，截至目前，先后在赈灾扶贫、
教育事业、公共交通、社区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累计捐款捐物达到8.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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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多年来，正商地产在市政道路
建设及交通运输方面已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2002年，正商自投 800余万元修建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港湾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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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区香草路、
宏达路；2011年，投资 1200余万元修建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银莺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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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
关键支撑，为助力城市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在教育方面：2009年正商地产投巨资兴
建郑州管城回族区港湾路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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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商地产旗下三个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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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政府部门热
切关注，社会各界广为称赞的教育佳话。

雷风恒 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以立不易方”是易经中“恒”卦的象
辞，教人立身做事应持之以恒，指的是君子立
于世间也不能改变人生最根本的道。

唯不变的恒久之道，才是君子据以把握
的恒中之道，企业同样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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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商立身的“初心”，也是百折不挠
的“恒心”。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重组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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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城市完善
品质生活配套、公共区域配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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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耕郑州
二十六载，为百万业主提供并改善了置业梦

想的河南品牌房企，正商集团及时把握住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历史机遇，发挥出更
多产业优势，把品质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首
要任务来抓，为更多业主创造出更加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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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栉风沐雨，一路行来，正商从未忘记“品
质”这颗初心，所有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
实现品质提升的正商梦。在 2019年河南日
报年终地产红榜评选中，正商集团董事长张
敬国以40万余票高居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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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业主对正商建设 26
年来深耕城市所做出的有目共睹的贡献的一
种认同和信赖！

自创立之初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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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品质初心的恒远坚守，对社会责
任的积极践行，对服务标准的严苛要求，不仅
换来了业主及社会各界的尊重，也为企业的
未来打开一片广阔的天空！

本文图片均为正商·珑水上境实景图片

□张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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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展现新发展。就装
配式建筑行业而言，如何在新时代的建设行业创新
发展中谱写新篇章？如何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探索新道路？如何更加深入地了解
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式创新，培育产业新动能，加

速智能工业化建筑人才的培养？河南建设人谱写
出了具有勇担使命奋进新征程的“工匠精神·绿色
建造”的责任担当。

此次，河南日报社联合河南省装配式建筑
产业发展协会举办“工匠精神·绿色建造”推选

活动，旨在推选一批在装配式建造领域创新发
展、出彩奔跑的企业与人物，以此来展现中原儿
女精益求精、敢闯新路的奋斗精神。通过宣传
他们的奋斗历程与事迹，以榜样的力量来加快
装配式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引领工程

建设奔向“精工建造、绿色发展、集成节约、工业
智能”的新航向。

该活动自 7月 6日发起到目前已有三个多月，
在这段时间里经过了企业申报、现场参访、专家终
审等三个环节，现将最终推选结果公布如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承建的郑州市保利溪岸四号院建设项目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建的河南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文华苑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河南省医药创新转化基地高端人才楼施工二标段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河南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晨晖苑项目二标段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郑州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西四环段第三标段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承建的河南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慧城苑项目

●中州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的沈丘县实验小学教学楼项目

●河南远大天成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的漯河临颍天成家园项目

●河南万道捷建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的济源市七号信箱小镇项目

●郑州悦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发、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承建的泷悦华筑项目

河南十佳杰出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周国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曹战峰 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郑州分公司
史 瑞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守坤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王 辉 河南东方建筑工业科技集团
李建民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陆卫明 中州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李娜娜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鲁海方 中建中原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赵临涛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十大装配式建筑科技领军人物

河南十佳装配式建筑领军企业

王永好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 鹏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谢继义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祝建明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 磊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宋广明 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郭长江 河南东方建设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刘志宏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杨宏伟 河南现代建构科技有限公司
陈道武 河南万道捷建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十大装配式建筑行业领军人物

中建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设集团荥阳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二建集团建筑产业园
中原建港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汝州市东江建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筑友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现代建构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远大天成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合一君道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新蒲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十佳杰出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第一届“工匠精神·绿色建造”河南省装配式建筑十佳企业、十大人物获奖名单揭晓

洛阳洛龙区龙门街道办纪
工委坚持聚焦主业，突出抓好监
督执纪问责，深入开展四类监督
检查，持续正风肃纪，不断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一是开展“四查四
促”严监督。查涉农资金，促脱贫
攻坚。强化督查巡查，持续深入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查
吃拿卡要，促为民务实。抓住时间
节点进行节前提醒、节中检查、节
后通报，形成工作常态。查懒政怠
政，促履职尽责。对照工作台账完
成情况，强化作风纪律检查。查三
务公开，促知情监督。加强三务公
开、便民服务等监督监管，每月检
查督促。二是开展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专项整治严监督。盯紧

重要节点，为党风政风持续好转提
供纪律保证。盯紧重点领域，进行
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
改期限、责任人、措施，确保整改到
位。盯紧制度约束，不断巩固作风
建设成果。三是纠正“四风”严监
督。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
表现，对“四风”问题严查快处、从
严问责，坚决防止反弹，确保专项
整治取得实在效果。四是聚焦重
点领域严监督。聚焦环保、脱贫
等重点领域，开展每周环保督察、
纪委书记遍访贫困户、纪检监察
干部大走访等活动，推进中心工
作开展，持续开展不间断的监督
检查，发现问题从严从重处理。

（姜永学）

立足本职严监督 正风肃纪促廉政
“我同意！”“我也同意！”……近日，周口淮阳区黄

集乡青古堆村室内，村民代表一致赞同将“厉行勤俭节
约，杜绝餐饮浪费”写进村规民约。近期，周口淮阳区
纪委监委依托巡察村居暨综合治理工作，把推动“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作为社会新风尚，从规章制度入手，狠
刹红白事大操大办歪风，有效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淮
阳区青谷堆村对婚丧喜庆事宜严格规定，提出婚事新

办酒席每桌 200元，只招待婚礼当天中午一顿饭；丧事
从俭，倡导厚养薄葬等优秀文化传统；喜事简办，提倡
祝寿、满月、生日、升学等喜庆事宜以家庭为主节俭
办。“现在农村很多人办事好面子、讲排场，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和负担。淮阳区纪委监委抓住农村这个重要阵
地，推行制度，让勤俭节约的老传统彰显新的时代内
涵。”淮阳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赫健茹）

为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增
强其遵守党纪法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支
委换届工作有序开展，近日，三门峡陕州区硖石
乡以党性教育大讲堂为契机，特邀区纪委监察
员周毅博，以《遵规守纪，审慎做好乡村工作》为
题，给参会的村“三委”干部上了一堂生动深刻、
意义非凡的廉政教育专题党课。“此次专题教育
加深了我对严肃换届纪律的理解，也认识到了
遵规守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回去后要多加宣
传，确保我村支委换届风清气正。”黄坡村监委
会主任高留军表示。近年来，该乡始终把党风
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参观廉政教育基
地、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举办廉政教育讲座等多
种形式全面加强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
筑牢其思想防线。 （王红玲）

每周五是商水县纪检监察干部精准扶贫“大走访”的
日子，主要任务是督查干部作风和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帮
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老陈，您的价格补贴款收到没
有啊？”“收到了、收到了。”老陈边笑着说边快步往屋里
走，一会儿拿出来一个上面印有“精准贫困户明白卡”字
样的手提袋，从袋里拿出一个农商银行“一卡通”存折递
过来，“各种补贴款都在上面打着哩，你看看，可清楚了。”

老陈笑眯眯地说。驻村帮扶的县发改委价调股负责人刘
国勇说，临时价格补贴制度是政府为了防止贫困家庭因
物价上涨造成“钱包缩水”的制度设计，特别是今年疫情
防控期间，每天对超市、市场涉及基本民生的 11类、82
种商品进行价格监测，建立数据台账，定时上报市发改
委，每月根据物价波动情况全市确定物价补贴标准，下月
准时发放到对象户手中。 （姚顺）

从乡村入手 让节约成为新风尚强化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

价格补贴 确保贫困家庭钱包不缩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