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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行思，取则行远。海义
集团有的不只是品质地产开发、
践行社会责任，还有更多温暖和
向上的力量。

2021年对地产行业来说是个
不平凡的年份，虽然遭遇疫情等各
种考验，海义集团仍不忘初心，以
实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在抗击疫
情、扶贫济困、赈灾救助、兴学助教
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和效能；将公
益之心融入企业文化，通过公益活
动助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社
会责任的践行也从单纯的“捐赠”
扩展到更深层次，公益援助形式走
向多元化，影响更多的社会力量投
入公益事业中。

2021年度海义集团升级公益
主张，围绕“助困+助学”两大主
线，设计公益项目，要求旗下在售
10余个项目积极与当地政府、慈
善机构等对接，深入乡镇为困难
家庭等献上爱心。举办“公益行、
物资捐赠、扶贫慰问”等活动，年
度累计捐赠物品价值千万元。回
忆往昔，这是一场聚沙成塔的温
暖之旅，更是撒播与收获爱的双
向之行。

2021 年 7 月，面对突如其来
的自然灾害，海义集团第一时间
启动防汛一级预案，同时发起抗
汛救灾的倡议，要求海义旗下项

目在第一时间投入对受灾业主及
普通群众的救助中去，用最大的
努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挽回
他们的财产损失。

2021年 7月 22日，海义长葛
城市公司第一时间要求工程条线
做好工地方面的防汛保障，要求营
销条线配合管理部在最短的时间
内筹备防汛救助物资，同时要求物
业做好业主回访、受灾登记及现场
的接待提升。经过了解，长葛东部
董村镇、大周镇、古桥镇等数个乡
镇在此次汛情中受灾严重。

2021年 7月 24日，海义长葛
城市公司组织的抗汛志愿者服务

队驱车赶往长葛东部受灾严重乡
镇进行防汛物资的捐赠，第一时间
探访受灾业主，询问需求，帮助受
灾群众渡过难关。在此次的抗汛
志愿服务中，长葛城市公司向受灾
乡镇捐赠了矿泉水、牛奶、食品、口
罩、消毒液等急需的防疫与生活物
资，帮助解决了受灾区域人员的生
活需求和防汛需求。

2021年 7月 30日，海义集团
周口城市公司组织员工前往周口
扶沟受灾严重乡镇捐赠防汛物资，
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奉献爱
心，履行社会责任。此次抗汛服
务，海义集团周口城市公司向灾区

捐赠了棉被、铁锨、照明设备、矿泉
水、饮料、食品、口罩、消毒液等物
资，帮助解决受灾人员的生活需求
和防汛、防疫物品需求。

2021年 8月 27日，海义集团
南召城市公司联合县妇联到城郊
乡、板山坪镇举行点燃希望·圆梦
助学活动，为4名家庭困难大学生
送去书包、行李箱、牛奶等慰问品
和助学金，并希望受资助学生自
强不息、坚定信念，常怀感恩之
心，争取学有所成，早日成为国家
栋梁，回馈社会，在奉献社会中实
现人生更大的价值。

2021年 11月 4日，海义集团
悦溪园项目团队一行来到沈丘县
莲池镇、纸店镇进行扶贫物资捐
赠，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温暖。此
次公益行动在弘扬社会正能量等
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

近年来，海义集团还积极探
索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切实关心
乡村困难家庭的生产生活；利用
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及时发布
相关疫情防控知识和相关抗疫信
息，发挥集团资源优势，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驰援抗疫一线，用实际
行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
誉，让善意与关怀不断延伸，在温
暖和大爱的公益之路上，展现榜
样力量。

海义集团：践行社会责任 书写榜样力量

2016年 8月，河南海义集团正式成立。集团创办至今，已

将近六年时间。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秉承“深耕中原 布局重点城市”的发

展理念和“只争朝夕 全力拼搏”的奋斗者姿态，河南海义集团

跑出了自己的“加速度”。

目前，海义集团已形成集房地产开发、教育、绿色建材、土地

整理、不良资产处理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旗下共拥

有8家控股子公司，目前已进驻南阳、周口、洛阳、许昌、平顶山、济

源等多个地区，开发精品项目21个，产值超百亿。随着海义集团

规模的增大，在河南省内促进就业、缴税纳税等方面不断贡献力

量，自2016年成立以来，省内累计纳税金额超10亿元。

规模在扩大、项目在推进……一个只争朝夕、努力奋进的

海义集团正昂首阔步而来，在中原大地绘制出一幅风生水起、

蹄疾步稳的高质量发展画卷。

□朱庭延

匠筑百年、精细致远。
自2016年海义集团创办以来，

这八个字就成了海义集团董事长常
坤玉和所有海义人坚守的初心。

六年如一日，只为出精品。海
义集团坚持以精细化为立足之本，
专注于高端住宅项目开发，为城市
和客户打造更高标准的居住体验
不懈努力。

时间的年轮，一定会刻下属于
奋斗者的痕迹。一直在奋斗路上
奔跑、坚守初心的海义集团，当然
也不例外：

2018年-2019年，获得管理卓
越奖、最佳合作伙伴奖、年度优秀
纳税奖；

2019年，获得最佳雇主奖、业
绩贡献奖、助学爱心单位；

2020年，获得最受市民认可十
佳楼盘、最具人气地产企业、最具潜
力价值企业、年度社会责任企业；

……
这一组组数字和每一个沉甸

甸的荣誉，正是海义集团六年来
不停奔跑，用努力和汗水取得的
成绩。

在创办之初，海义集团就立下
“深耕中原，面向全国，做品质最优、
口碑最好的地产公司”目标，目前已
经与建业集团、碧桂园集团、昌建集
团等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并
与这几家公司成立了多家控股公
司，合作开发多个项目。

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可谓竞争
激烈。但是在市场激烈竞争的背
后，还是品质与综合实力的较量。

近年来，地产行情严峻，但海
义依然以作品意识、美学向导为指
引，在设计之初充分结合客户和市
场需求，不以投资回报为主要参考
依据，尽最大可能满足客户对空间
的需要。同时在工程建设上，海义
把产品质量作为生存的根本，与中
建七局等央企强强联合，以匠心出
精品，旗下海义建业江山汇项目以
中原建业所有在建项目第一名的
成绩得到极大肯定。

而这一点，恰恰成为海义集团
与众不同之处，以人文价值为导
向，坚守匠心初心，不急功近利。
海义集团在产品设计上苦下功夫，
在工程上狠抓质量，为保障产品品
质不遗余力。

在建设项目中，海义集团严格
执行《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
准》，实行“绿色节能设计、绿色采

购制度”，积极采用有利于环保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并制定相
应的考核办法，积极推广，促进环
境管理考核体系建立，促进行业环
境管理创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河
南省房地产商会副会长单位，海义连
续6年复合增长率85%以上，高标准
的建材品质及建筑质量获得了社会
广泛好评，也为河南省加快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如今，经过6年市场深耕，海义
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集不良资产投
资、绿色建材、教育、房地产开发经
营、土地整理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
性集团公司。海义集团同时摸索出

“地产+投资”模式，重点围绕房地产
行业，打造金融服务、绿色建材、科
技智能等一条龙的服务链与生态
链，以设计建造精品楼盘、打造城市
名片、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居住环境
为己任，坚持高质量发展。

未来，海义集团将依托地产开
发、投资、教育、土地整理、绿色建
材等多个领域的业务联动，与更多
企业展开深度合作，齐头并进，在
行业内积极倡导大家共同为改善
人居而努力，为推进河南省新型城
镇化建设贡献力量，助推城市发
展，实现协同共进。

“关注民生福祉、提升美好
人居”已成为时代方向，履行社
会责任是当代企业家坚守的使
命和初心。

河南海义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一家优秀的河南本土企业，不但
拥有一颗筑传世精品的美好初
心，还有一颗热心公益的社会责
任之心，在做好项目开发建设、企
业自身飞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为当地提供就业、创
造税收。与此同时，还积极参与
公益慈善，多年来，海义集团积极

参与当地扶贫捐助活动，响应政
府号召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工
作，助推困难地区经济发展，用实
际行动回馈社会。

多年来，海义集团一直将社
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将
慈善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在海
义集团，公益慈善被列为长期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海义公益从 1.0 到 2.0、再到
3.0 规划，始终专注于各类社会
性公益事件，从精准扶贫到助力
乡村振兴，围绕“政府导向、战略

深耕地、红色路线”三大方向，逐
步落地公益计划。

自 2016年以来，海义集团多
次向慈善总会捐款促进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并在脱贫攻
坚的工作中主动积极帮贫困县及
贫困家庭脱贫致富，自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累计捐助抗疫物
资近 100 万件，捐助物资价值近
6000万元。

未来，海义集团将顺应全球
经济发展趋势，专注于人、企业、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开放性、

多元化、共生共荣的生态体系，促
进行业和社会的共同进步；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发展
和成长的平台，为社会的发展与
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在海义集团董事长常坤玉看
来，在社会责任的践行过程中，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担起责
任、担好责任，要坚定永远跟党走
的信念，坚持“用心构筑美好生
活”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表达感
恩、回馈社会，并将践行社会责任
纳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六年初心不改 满载荣誉而来

奋斗海义

深耕中原 与城市发展共繁荣

口碑海义

践行社会责任显担当大道海义

向善而行 展现榜样力量温暖海义

海义集团长葛城市公司支援防汛救灾。

海义集团南召城市公司点燃希望·圆梦助学活动。

海义集团悦溪园。

海义集团建业天悦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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