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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对河南省体育事业
发展的支持始终热情如一。

从 1994 年 8 月竖起河
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大旗，
成立河南第一支职业足球
队，成为我国最早职业化的

足球俱乐部之一，到现在更是目前
全国唯一一家从未更名、从未变更
过投资人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再到
2016年 9月在河南省慈善总会设立

“建业体育事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河南省体
育运动场馆建设、贫困乡村体育设施捐建、城

市及乡村中小学足球网点学校建设、河南青少年足球等
体育人才培养、河南省体育事业推广交流及发展等，建业
集团始终不改回报家乡之初衷，以实际行动体现对新时
代公益体育事业的支持。

2016年 12月，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先生作为郑州
大学 1976级杰出校友，向郑州大学捐赠一亿元人民币，
设立“本源教育发展基金”，支持母校人才培养及发展荷
球体育运动，创河南省高等学校校友大额捐赠之先河；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市场低迷之际，建业
集团毅然决然又将河南女足一肩扛起，全力支持，先后获
得全国女足锦标赛亚军、第七届全运会冠军、第十二届全
运会青年组亚军，为国家队输送了范运杰、拜利芳、娄佳
惠、雷佳慧等多名优秀运动员的河南省女子足球队继续
发扬光大，引入更加专业化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理念，为我

省体育职业化改革探索新的发展经验。
除了广为人知的大额捐赠，建业集团各类日常公益

体育活动不仅持续而且遍及全省。以新乡为例，从2015
年到 2019年，新乡建业万人健步走公益活动已经连续举
办五届，通过活动，不仅参与者能够畅享运动乐趣，新乡
建业还和红十字会等公益组织合作，通过捐款、捐赠物资
等方式，助力脱贫攻坚、关爱儿童成长。

此外，建业集团为第十三届郑开国际马拉松做环保
志愿服务，倡导零废弃理念以及引导公众正确进行垃圾
分类投放；关爱心智障碍儿童，邀请“星星孩子”走进航海
体育场，让体育的激情带动孩子的生命热情；以“社会通
识+体育教学”的形式，本着改善中原乡村基础教育环境，
让乡村孩子身心俱兴的初心，联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
各界爱心人士，为乡村学校提供乡村孩子急需却又缺乏相
关教学资源的社会通识教育和核心素养教育，用一场球赛
的时间，把知识与希望种在乡村孩子的心中的“90min乡
村公益课堂”更是获得了2020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青火项目组“最受中国大学生喜爱公益组织”奖。

从1992年到 2020年，由房地产开发起步，28年的过
程，建业集团从品牌地产开发商成长为新型生活方式服
务商，企业理念也从“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升级为

“让河南人民都过上好生活”。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不断发展壮大，项目遍及全省，不变的是集团自成立之初
就一直奉行的价值观——“根植中原，造福百姓”。

正如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2017年夏季高峰会”上所说：“体育有社会属性和文
化属性，前者是可以增强人民体质，后者则表现在人们物
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体育成为追求精神文明的载
体。今天一个多亿河南人，在海外、省外的有几千万，他
们联系家乡的感情纽带中，足球是一个重要的介质。中
国人逐渐富起来了，体育将会成为人民生活当中越来越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
福、民族未来。建业集团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积极的行
动投身于社会公益、体育事业当中，彰显企业爱心、践行
企业责任，重信守诺、回报乡梓，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
自己的力量！ （李悦/文）

体育因公益发扬光大体育因公益发扬光大
公益因体育熠熠生辉公益因体育熠熠生辉建业

11月 14日下午，建业中原文化小镇之樱桃沟足球小镇，“建业杯”因爱而战2020公益足球赛事闭幕式
暨捐赠仪式的现场，随着20支球队为全省34所乡村学校赢得建业集团捐赠的球场、师资及装备，全省“建
业杯”受益学校达到了100所，待所有捐赠落地后，全省将有13万+乡村儿童受益。

这是“建业杯”因爱而战公益足球赛事举办三年来，676支球队、近万名爱心球员的爱心成果，更是建业
集团捐赠逾2500万元持续支持公益足球赛事和校园足球的爱心成果。

始于 2018年的“建业杯”，其创办初衷源自建业集团
董事长胡葆森对“大足球”的论述：“建业集团在发展职业
足球的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推广校园足球、社区足球、公
益足球，帮助更多人参与足球、享受足球、实现足球梦。”

建业集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在足球领域的专业
度，让“建业杯”在2018年创办之初就吸引了132支球队、
1597名运动员参加，参赛范围覆盖了省内10个地市，迅速
成为河南省内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业
余足球赛事；严密的组织和贴心的服务所带来的良好参赛
体验，让省内足球爱好者对“建业杯”竞相追随。第二年，
比赛的规模扩大到了 320支队伍，覆盖了全省 18个地市，
即便是这样，参赛名额依然“供不应求”，当年报名的队伍
达到了 521支。2019年的“建业杯”在此前五人制足球赛
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大学生十一人制校园足球挑战赛、河南
省女子足球赛、社区足球节等内容，使比赛的内容更丰富、
覆盖的人群更广。2020年，受疫情影响，参赛规模控制在
168支队伍，这显然无法满足足球爱好者被压抑已久的热
情，报名开放仅两个小时报名球队就达到了 248支，以至
于报名入口建业足球App险些“瘫痪”。而于9月 12日开
幕的2020“建业杯”也是今年河南省首项重启的大型足球
赛事，赛事本身也向公众传递出一种信心，对后续省内体
育赛事的重启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

“建业杯”之所以深受欢迎、广受关注，不仅仅在于其
比赛本身的专业、规范和竞技水平，更因为自诞生之日就
拥有的浓厚公益色彩。以河南省慈善总会和河南省足协
为主办单位的“建业杯”旨在以足球为载体，推进河南省的
体育公益事业发展，就像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所说
的那样：“建业集团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坚持饮水思源，回
报社会，致力于我省脱贫攻坚和足球发展公益事业，是一
家极富爱心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建业杯’将有力提
升我省业余足球竞赛水平、加速贫困地区校园足球运动普
及，推动河南足球公益事业发展。”

既然是公益赛事，那么相比常规的比赛，“建业杯”还
多出了一条公益规则，这也始终是赛事的一大亮点。2018
年，十大赛区冠军球队除获得保底捐赠20万元之外，决赛
期间每场比赛的获胜方都能为本赛区赢得建业集团不低
于5万元的捐赠，这些善款共为全省贫困地区中小学建成
26个标准五人制足球场地；2019年，赛区扩展到全省 18
个地市，进入决赛阶段的 20支队伍除为乡村学校赢得了
建业集团捐建的标准五人制足球场外，根据学校的实际需
要，还增加了受捐足球师资培训或足球装备的学校，当年
最终受益学校达到40所；2020年，在原有的捐助基础上，
还制定了新规则：比赛中每打进一粒进球，建业集团还将
追加捐赠一个足球，全部 338 场比赛中，进球数达到了
2470个，这也意味着在今年34所学校受捐球场、师资或装
备的同时，还将有额外 2470个足球将捐入全省范围内的
乡村中小学。

捐赠规则的制定，将各支队伍的表现与所在地区的
受捐情况结合起来，既大大激发了运动员的荣
誉感和责任感，又增强了比赛的刺激性，提升
了竞技水平。

虽然每年的参赛球队和捐赠学校不同，
但不变的是“建业杯”的公益初心。3年

来，通过“建业杯”，建业集团累
计为全省 100所乡村中小学捐
赠了球场、足球装备或师资培

训课程。受益的 100所学校中，有 58所
学校来自河南省 43个贫困县，已覆盖全
省超过80%的贫困县。2020年的捐赠落
地工作陆续展开，将会有更多的
学校建起崭新的标准足球
场地，也将会有更多的孩子
收到心仪的足球和训练装
备，从“建业杯”中受益的中
小学生将超过13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10月 31日-11月 2日建业足
球小镇的赛场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赛事——首届“建
业杯”因爱而战受益学校校际联赛正在上演。8支
受邀的小学生足球队都是来自过去两年“建业杯”
的受益学校。为了这次比赛交流，学校和孩子们都
做了精心准备。他们的球技或许并不精湛，战术或
许也并不先进，但他们从足球当中收获的快乐和成
长却是实实在在的。

巧合的是，本次“建业杯”因爱而战受益学校校
际联赛的冠军新乡封丘县外国语学校正是“建业
杯”因爱而战公益足球赛事的第一所受益学校，
2018年 11月 2日，建业集团通过“建业杯”因爱而
战公益足球赛事捐赠的第一块球场在新乡封丘县
外国语学校落成。从此，孩子们告别“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的土球场，得以在平整、舒适的标准五
人制球场上释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因为这一方
绿茵，学校聘请了专职足球教练、组织起了男女足
校队，并在新乡市“市长杯”斩获女子组冠军。
2020年 11月 2日，在首届“建业杯”因爱而战受益
学校校际联赛的决赛上，孩子们用冠军作为两年来
校园足球发展成果的汇报。

“建业杯”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足球的种子
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我
们或许能看到，这些种子已然变成参天大树。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身
体健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从维护
全民健康和实现国家长远发展出发，身体力行、率
先垂范，正在铺设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健康之
路”。

而在建业集团从区域化领袖型品牌地产开发
商向新型生活方式服务商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健
康，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体育的元素也会越来越
多。

除了在贫困地区捐赠校园足球场，支持乡村
少年通过足球实现身心健康外，在新乡，未来建业
世和府的业主会惊喜地发现，一处现代化的体育
设施——平原体育中心就耸立在自己“家门口”，在
具有国际水准的体育中心内健身、娱乐、休闲，是如
此方便快捷，直接带来的是生活品质的提升。

坐落在金穗大道的平原体育中心，是新乡市重
大民生工程，也是新乡新的地标性建筑。体
育中心建筑面积 8.4万平方米，分为“两馆两
中心”，即全民健身中心和游泳馆，体育综合
训练中心和体育馆。游泳馆可容纳观众1200
人，包含了 10泳道的比赛池和 8泳道的热身
池各一；体育馆按照国家乙级建设标准进行
建设，可容纳观众6700人。项目建成后既
可以举办区域性及全国单项比赛，还
为新乡市民提供了绝佳的健身场地。

除了现代化的设施之外，平原体
育中心的特殊之
处还在于其运营
方 式 ——

项目建成之后，将由建业集团负责整体运营，意在
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让体育中心的运动健身功
能和公益属性得到最大的发挥，从而破解大型体育
场馆闲置这一难题。

建业集团世和府项目总经理李振兴表示：“由
建业来负责体育中心的运营，是我们在经营范围上
的拓展，更是完善‘建业+幸福生态系统’的具体举
措，从小的方面来讲，因为平原体育中心与我们的
世和府项目近在咫尺，这将能够为建业业主提供增
值服务，让业主更充分地体验到‘有一种骄傲叫住
建业’的幸福感，从大的方面来讲，平原体育中心是
新乡市的重点项目，我们将通过引入高水平的体育
赛事，让新乡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平竞技
和世界巨星的风采，同时也将把这里打造成新乡市
的全民健身胜地，积极落实国家有关体育场馆免
费、低收费的政策，让新乡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实
惠，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

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的尝试不仅是在新乡，9月
份，建业集团和驻马店人民政府首批重点合作项目
签约，首批 9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281亿元。而在双
方的合作计划中，还包括有驻马店市体育中心的
运营合作。

位于驻马店城市新区，占地360亩的驻马
店体育中心已经建成，体育中心包括了体育
场、体育馆、游泳馆，其中体育场容纳
35000座位、体育馆容纳 3500座位，是一
处符合举办全国单项比赛和地区全运会
要求的乙级体育场馆。在合作运营
的计划中，建业集团将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致力于将体育中心
打造成一个集专业比赛、大众
健身、商业会展于一体的服
务综合体，从观赛、健身、培
训、娱乐、休闲，乃至
餐饮、购物、旅游等多
方位满足驻马店百姓
的需求。

由足球而体育，爱在运动中延展

由体育而公益，
爱因责任生根发芽

不仅因为足球，更因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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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节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先生
向郑州大学捐赠一亿元人民币设
立“本源教育发展基金”

建业集团与河南女子足球队合作

建业新乡区
域领导主持公益
体育活动开幕式

◀“ 建 业
杯”因爱而战公
益足球首届受
益学校校际联
赛训练现场

◀“建业杯”
因爱而战 2020
公益足球赛事精
彩瞬间

▶团结有
朝气的新乡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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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 20182018公益足球赛事公益足球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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