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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弘商业：打造优质商业 提升美好生活
□闫良生 白卓蕊 樊新敬

1997 年，随着河南第一家精品
时尚机构——正弘国际名店的建成，
正弘集团正式创立。

20 多年来，正弘集团始终恪守
“精品品质”承诺，秉承“阳光、简单、
务实”的企业文化，坚持稳健科学发
展策略，本着“打造理想人居、美好生
活”的理念，糅合城市梦想和本土文
化，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升级，助
力区域商业经济发展，助力市民新时
代美好生活向往。

目前，正弘商业凭借专业的商业
物业管理运营能力，经营管理商业地
产面积超 300万平方米，成为华中地
区商业 10 强，中国商业百强企业。
旗下“正弘城”项目于 2018 年开业，
当年即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最具人气
购物中心”之一；在河南地域开创性
运用“百货+”营运模式，探索新思路；
坚守科学发展理念，稳扎稳打；坚持
规范化管理模式，打造现代化商业企
业；秉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公
民义务。

美好的生活图景，优质的营商平
台，正弘商业再交亮眼成绩单。俯瞰
豫州，一张正大堂皇、恢宏壮丽的商
业画卷正徐徐铺开。

大美“正弘”

匠心打造“正弘城”绘就美
好的生活图景

匠心独运，大美“正弘”。正弘商
业辖下的“正弘城”项目位于郑州核
心的花园路商圈，总建筑面积 40万
平方米，双线地铁无缝连接，辐射全
城，拥有国际化的商业空间、人性化
动线设计与独特的场景体验，是正弘
蓝堡湾城市综合体的核心，也是花园
路商圈的点睛之笔。

在高品位、高品质、高水准的定
位和世界顶尖建筑设计团队以及国
内知名购物中心运营团队的支撑下，

“正弘城”成为集购物、娱乐、生活、文
艺于一体，能为郑州市民提供国际化
生活方式的商贸流通领域的新标

杆。同时，“正弘城”自带的城市生活
配套设施属性，为市民提供品牌、体
验、娱乐、多元服务，生活和工作等密
切联系的消费空间，退让出更多绿地
和开敞空间，一方面促进了市民的消
费升级，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所在区域
基础设施的升级。

正弘城项目开业至今，累计引进
LAMER、 APM、 BALLY、 EA、
OMEGA 等国内外知名优质品牌近
520个，并重磅打造食光里的宽窄巷

“弘坊”、超市外街、彩虹天街、文创天
街等新业态。其中首进华中地区品
牌5家，河南及郑州首进超过150家，
持续经营的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500 余家，每年解决就业岗位 7000
余个。

多元业态的聚合，带来的众创平
台效应明显。

优质“正弘”

营运创新“百货+”打造优
质的营商平台

“优”无止境，创新带动营运升
级。

正弘商业凭借其对郑州商业内
在基因的理解，为“正弘城”项目量身
独创了“购物中心+百货”的“百货+”
运营模式，建立起“以顾客为中心、以
商户为轴心、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营理
念。摒弃了大多数购物中心重收租轻
营运的管理弊端，通过建立专业的营
运管理体系，强化对商品的管控，对人
员的管理，对商户辅导和服务，在招商
营运、现场管理、市场营销、企划宣
传、物业服务上投入精力和心血，让
商户对入驻后的持续经营无后顾之
忧。“正弘城”也因此获得赢商网颁发
的“中原优秀运营商业项目——金地
标”奖，以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颁发
的“2019CCFA金百合购物中心最具
成长力”奖。

同时，正弘商业管理团队汇集了
大批来自外资、国资商业知名企业的
青年才俊，他们熟悉现代商业管理，并
始终秉承“法治化”“信息化”“安全化”
的科学管理策略，引领正弘商业在郑

州商圈稳扎稳打，竞争力持续提升。

多元“正弘”

坚守科学发展观 探索可持
续的发展之路

美了“面子”，强了“里子”。正弘
商业始终坚守科学发展理念，探索企
业可持续多元化的发展之路。

为积极响应省市两级政府提出
的规划前瞻 30年的指导思想，无论
在营的正弘城还是在建的正弘汇，都
引进世界顶尖团队担纲建筑设计，室
外景观及空中花园则皆出自国内外
顶级设计所。正弘商业努力从硬体、
环境着手，积极营造美好城市生活场
景，将绿植、水系等自然元素融入空
间设计，用艺术、科技等新锐文化创
造购物体验，为郑州市民呈现了一座
座极富艺术感、前瞻性的国际范购物
中心和社交中心。

同时，正弘商业注重多元品牌的
引进。目前，正弘商业目前的合作品
牌总数量由正弘城项目开业之初的
460个增加至现在 500余个，其中首
进品牌 80余个，国际高端品牌 70个
（其中国际一线化妆品30个），动态调

整新引进逾 50个品牌。丰富的首进
及国际品牌，带给市民更新潮多元的
消费选择，品牌聚集效应十分明显。

除此之外，正弘商业还十分注重
高新科技的场内应用。截至目前，

“正弘城+小程序”已实现销售总额超
2亿元，月均 1500 万+；微信公众平
台粉丝80万+，关注度居郑州商业前
十；抖音平台粉丝近 15万，年均曝光
量超 5 亿次；正弘城会员总量 140
万+人次；5G+WiFi全覆盖；全面应
用导引机器人、智慧停车、智能遛娃、
智能存包等新技术设备，用科技升级
服务。

据了解，2019年正弘城以 30亿
元的总销售额，成为郑州商业的实力
进击者；2020年、2021年，更是连续
营业额超 36亿元，稳居郑州购物中
心榜眼，在突发疫情的形势下实现逆
势增长。截至目前，商户累计纳税额
超 2 亿元，客流量持续稳定在月均
180万人次，为辖区带来了良好的商
圈辐射效应。

未来3—5年，正弘商业计划重点
着眼郑州，眼界放宽全省的思路来拓
展商业布局，并期待能有机会为郑州
人民乃至河南人民打造更具升级体验

的商业项目。后期正弘商业版图将围
绕正弘城、正弘汇、正弘里、正弘文旅
小镇、正弘奥特莱斯的五个品类全面
展开。目前，旗下在建的郑州市高新
区“正弘汇”项目已接近工程收尾，预
计今年底将盛大亮相，为郑州西区市
民提供一处新的商业生活标杆。

大爱“正弘”

怀揣企业报国心 擦亮有温
度的企业品牌

一直以来，正弘商业始终秉持着
阳光守法的经营理念，落实企业责
任，坚持绿色管理，保证用工合法，拓
展培训覆盖，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政
策，设立专项爱心帮扶基金，争做有
温度的企业品牌。

坚持阳光守法，落实企业责任。
深化落实阳光至上的企业文化，设置
专门的法务及监察岗，普及合规经营
理念，侧重风险事前防范，企业至今
未发生一起因违法违规而导致的行
政处罚。

秉持环保理念，坚持绿色管理。
斥巨资加装油烟监测设备，严令禁用
白色污染物，对商场能耗设施进行智
能化精确管理，营造节能、环保的绿
色消费环境。

据了解，正弘城年均可解决就业
岗位 7000余个，在人员管理过程中，
不 仅 对 内 部 在 编 员 工 签 约、社 保
100%覆盖，同时创造性地将商户营
业员用工合法化纳入招商合同条款
以充分保障营业员劳动权益。自开
业至今，累计组织营业员公益培训80
余场，累计培训受益 5000余人，搭建

“公益教育阵地”，减轻商户负担的同
时也为辖区提供了大量商业人才。

2020年疫情期间，正弘商业通过
严密落实防控措施，确保商场及从业
人员零疫情零感染；积极协调商户稳
物价、保供给，通过无接触方式配送生
活、医疗物资，保障民生；切实执行国
家稳岗政策，疫情期间不仅未减员，还
适当增加就业；考虑商户遭受疫情影
响，经营困难，商业公司主动为其辖下
的近500家商户减、免2020年第一季

度（即疫情期间）租金共计 2000余万
元，有效缓解了商户的经营负担。与
此同时，正弘商业设立专项爱心帮扶
基金为困难员工提供一定经济援助，
减轻困难职工家庭负担，让困难职工
感受到企业的组织温暖，近 3年已累
计为困难员工提供援助18.6万元，彰
显“大企业”的“大担当”。

“‘疯’火燎原 激情飞扬”正弘城
3人制篮球赛。

“正弘公益 萌芽行动”正弘爱心
助学活动。

无私奉献
——抗击疫情显担当

大疫无情，仲景有爱。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国

蔓延,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全国
打响。

具有中药配方颗粒生产能力的仲景宛西

制药，在疫情防控中承担了重要的保供任
务。2020年 1月 26日，大年初二，企业按照
南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紧急指令和指定处
方，提前复工组织生产防控救治用中药配方
颗粒药品。1月 29日第一批1号、2号 600人
份的中药配方颗粒下线并运往防控一线。

在 2020年 2月—4月防疫关键时期，企
业开足马力共生产抗新冠肺炎 1号～5号中
药配方颗粒170多万人份，免费送往郑州、南
阳、三门峡等地，为打赢全省疫情防控保卫战
起到了重要作用。

仲景宛西制药还第一时间向奋战在郑州
市、南阳市等地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干警、防
疫工作人员及社会群众捐赠价值800余万元
的药品及物资。为武汉市民免费发放清热解
毒类药品，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捐款200万元，
企业党员、干部慷慨解囊捐款近20万元。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仲景宛西制药先
后捐款捐药超1000万元，用实际行动彰显着

一家中药制造企业的本色。

勇担重任
——履职尽责不缺位

履职尽责，敢为先锋。
40多年来，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在捐资

助教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战场上，仲景宛西制药从不缺位。

据了解，仲景宛西制药先后为2003年全
国非典、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2010年青海
玉树地震、2010年西峡暴雨灾害、2021年郑
州暴雨灾害等累计捐款捐物达上亿元。资助
修建了西峡县 5个乡镇、30多个村的乡村道
路和文化大院等基础设施。投资5000万元，
拍摄播出电视剧《医圣》、曲剧《医圣传奇》等，
大力弘扬仲景文化。

教育事业是国之大计。为支持教育发
展，仲景宛西制药累计出资上千万元，在北京

中医药大学等全国 10所知名中医药高校设
立 500万元仲景奖助学金及教育发展基金，
与河南中医药大学签署了为期 10年的战略
合作协议。在西峡县修建 6所仲景小学，帮
助11所学校改善环境。

仲景宛西制药紧跟国家步伐，自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以企业产业合作为主体、以

“千企帮千村”活动为载体，采取产业合作、基
地扶持、就业扶贫、包村帮扶四大措施，帮助
西峡县 16 个乡镇 1154 户 2860 名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同时全面谋划企业“万企兴万村”
工作新路径、新举措，设立仲景宛西制药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延续企业与脱贫户之间
建立的合作关系，持续实施帮扶活动，拓展帮
扶成果，实现扶贫的长久效应。

除此，仲景宛西制药还利用地道药材种
植加工优势，聚焦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两大重
点，以“回报家乡”专项行动为载体，接续开展

“万企兴万村”行动，探索促进乡村振兴的长
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根植厚土
——把基因融入血脉中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40多年来，仲景宛西制药已发展成为中

原领军、行业知名企业，而责任担当也深深地
烙入企业的成长基因之中。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农民农业农村有
着深厚感情。企业的财富来源于社会，更要
回报社会。帮助农民、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是
我今生的一大心愿。”仲景宛西制药党委书
记孙耀志朴实的话语中，透露着他对社会责
任担当的炙热情感。

董事长、总经理孙锋经常告诫员工：
“担当责任、回报社会是一个企业应有的初
心，只有有爱心、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才
能更长远。企业上下一定要富有责任担
当，努力践行对社会、对国家、对员工的责
任。”一直以来，感恩文化深入企业人心，成
为上下共识。

牢记初心，以情怀作养分，把大爱播撒

到广袤的大地上。数十年来，怀着感恩之
心，企业在抓发展、抓效益的同时，始终把兴
衰荣辱与农民脱贫致富、地方繁荣发展紧紧
捆绑在一起。从基地到车间，从厂内到厂
外，从域内到省外，在企业的各个产业链条
上，在每一次的慈善公益活动中，总能看到
仲景宛西制药捐资捐款、赈灾救灾、产业扶
贫的身影。

在担当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也涵养丰富
了仲景宛西制药的文化底蕴，塑造了良好的
企业形象，先后获得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民营企业等荣誉称号。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仲
景宛西制药始终秉承着仲景济世救人的大爱
无疆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创造社会
价值，回报国家，回馈社会，守诺“大爱报国”，
彰显“仲景担当”。

仲景宛西制药：守诺“大爱报国”彰显“仲景担当”

2021年，为郑州特大暴雨抢险救灾捐赠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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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 大美正弘”大景。

“童心向党 礼赞百年”正弘城童
画颂党活动。

“所有过往 皆为序章”正弘城跨
年活动。

为药农发放节日福利。

为西峡高三学子发放药品。

5月 13日，在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等
6所高中校园，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药品捐赠仪式正在有序举行。全县
6698名高三考生，全部免费获赠一个月
用量的生脉饮口服液等益智助考药品，助
力考生以健康良好的身心迎接高考。

据悉，从 1991年至今，仲景宛西制药
连续31年向西峡高考学子捐赠总价值近
1500万元的药品，受益学生10万余人。

这是仲景宛西制药履行社会责任的
一个缩影。

位于医圣张仲景故里的仲景宛西制
药，在仲景文化的浸润下不断发展壮大。
40余年来，企业始终牢记家国情怀，坚持
把社会责任履行在发展中，数十年如一日
不求回报、不遗余力地回馈社会和国家。

□闫良生 胡勇俊 赵小燕/文 陈飞/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