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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当然要承
担社会责任，这是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也
是企业成长的出发点。

近年来，碧桂园河南区域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推动爱党爱国企业文化建
设，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下，推进企业责任和社会责
任的深度融合，碧桂园河南区域常态化开
展关爱帮扶、便民服务、公益助农等活动，
发挥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服务队作用，让
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在碧桂园河南区域
各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努力下，党
建工作不断朝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党
建影响力不断扩大，得到各级领导和广大
业主的高度认可。

今年 2 月，集团启动了党建“春雨行
动”，旨在打造党建品牌项目，助力企业高
质量开展党建工作。

为响应集团号召，碧桂园河南区域党
委在 3月启动“春雨行动”，首先从安全生
产着手，重点打造红色工地、红色社区，实
现以党建引领工地安全生产，保障产品安

全、如期、高标准交付；其次从以高质量物
业服务着手，开展以党建引领社区服务，提
升社区服务质量，打造和谐友爱的文明社
区。

3月，碧桂园河南区域与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签署党建共建协议，构建“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党建
工作新格局。

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对
碧桂园河南区域来说，既是党员干部精神
境界的体现，也是碧桂园人对公益行动的
响应。

4 月 16 日，在碧桂园天悦、郑州碧桂
园、碧桂园龙城、碧桂园龙城天悦、碧桂园
新乡凤凰湾同步设立 5个流动献血点，碧
桂园河南区域党委、碧桂园服务河南区域
党支部与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联合开
展爱心献血活动，党员干部带头献血，感
染带动员工、爱心业主纷纷参与公益献血
活动。

当下，“以党建引领·为生命接力”的党
建实践，已成为碧桂园河南区域最响亮的
党建品牌。

在企业组织中，企业价值观往往是衡
量一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把尺子，体
现着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格局。

碧桂园集团的价值观是：我们要做有
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企业使
命是：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
美好。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碧桂园成长为中
国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的执牛耳者。

2022年 8月，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来
河南，留给碧桂园河南区域一句话：“坚决
贯彻集团‘保交付，保农民工工资’的要
求。”这句话不只是一个要求，更是一份责
任体现，碧桂园河南区域要担起责任，做区
域地产市场中的中坚力量。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我们
不会影响工程质量、不会降低交付标准、不
会降低服务水平。”王多亮为团队经营划下
红线。

今年上半年如期交房的金水区沙门城
中村改造回迁安置社区——碧桂园·华府，
让村民赞不绝口：社区内部大面积采用石

材铺装；整个小区绿化率达30%以上，乔木
如盖、碧草如茵；羽毛球场、运动跑道、儿童
游乐场应有尽有；亭台楼阁、休闲廊架，颜
值在线；外墙装配电子围栏、太阳能围墙
灯，单元门配置人脸识别系统，精装入户大
堂温馨雅致，室内标配双层中空断桥铝窗
户……为了给村民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碧桂园在原本的工程标准上，还投入逾百
万元真金白银对小区大门、绿化景观、游乐
设施等做了专项品质提升。

“安置区的建设，考验着开发商的良心
和用心。”在碧桂园河南区域看来，安置房
是安置村民的重要家庭资产，以和商品房
同样的品质标准建设，秉承匠心负责的态
度交付，是对安置百姓的负责和尊重，对产
品和服务的追求，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生动体现。

九年来，碧桂园河南区域始终把企业
价值观的实践作为行动圭臬，为河南省数
十万家庭提供优质物业服务，在推进河南
城镇化进程中，成为中原人幸福生活的建
筑者。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不懈追求。未来，房地产行业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产品与服务的比拼，碧桂园只有坚持长期主
义，才能行稳致远。”碧桂园河南区域总裁王多
亮对房地产行业的认知中，包含着对企业承担
社会伦理责任的理解与实践。

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是指企业
的运营活动、产品与服务不对社会产生消极影
响，并且能够从中获取企业福利。这要求企业
不能将企业自身的利润诉求作为发展的唯一目
标，而应当让自身站在区域发展、市场发育与消
费者利益的维度来考虑企业的发展，这其中，对消
费者的责任就是企业伦理责任的主要内涵之一。

事实上，当企业履行伦理责任之时，目光当

超过利润诉求，停留在企业价值实现上。而企
业践行这一伦理责任，需要由“企业人”向“社会
人”转型，把服务社会、服务消费者作为企业分
内的事。

碧桂园河南区域有这样一个平凡的案例，
恰好能体现他们如何践行社会责任。

5月 8日早上 9点多钟，民权碧桂园小区的
300 多户居民都收到了“蔬菜+馒头”大礼包。
为保障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的小区业主的日常
生活，民权县碧桂园发起了为业主免费送菜活
动。

为了做好这次送菜活动，5月 7日晚整个小
区的物业同事就开始加班分拣、包装。5月 8日
早上，民权碧桂园小区内更是变成了一个蔬菜

分拣厂：物业管家、现场负责人、工程师傅们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全
力做好蔬菜的分拣装包工作。

此次配送不仅为民权碧桂园小区赠送了馒
头和蔬菜，也为碧桂园服务的外拓项目海棠公
馆、海棠名苑的小区业主送上了同样的大礼
包。“三个项目一共有 500多户，我们送出了大
约 8000斤蔬菜。”物业管家杨心茹说。因为这
份贴心服务，她收到了业主210个点赞。

当然，碧桂园河南区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不仅体现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上，更多的还体现
在作为行业引领者在绿色建筑的创新研发与推
广应用上，体现在房地产发展对高效资源利用
与保护环境上。

9月 8日，碧桂园河南区域携手河南日报社
到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帮扶关爱留守儿童，开展

“情暖童心，关心成长”主题帮扶助学公益活动。
赵庄村位于嵩山脚下、颍河源头。现有318

户、1346人，村域面积 4.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2700 亩，2014 年被识别为省级贫困村。2015
年河南日报社开始定点帮扶该村，选派三任驻
村第一书记。7年来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发展了 500 亩艾草种
植、近千亩林果种植项目，建设了农副产品加工
厂，成立了艾丰、为民、垦田翁等多个合作社，让
赵庄村实现村集体经济零的突破。2020 年 3
月，赵庄村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近两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征程中，该村以党建为引
领，培养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经受住了汛
情、疫情等考验，在河南日报社的支持下，围绕
村里种植的多种甜味果蔬，以打造“嵩山甜蜜
生活体验地”为总体定位，科学引导自然禀赋
并不出众的赵庄村从无到有发展旅游、研学产
业，达到日接待省内各地游客 500 人至 1000
人，累计销售登封农特产 60多万斤，让 20多名
本村和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辐射带动从事

种植、加工、餐饮等配套项目的村民近百人，初
步形成了以乡村旅游为引领，特色种植、农产品
加工融合发展的态势。今年又引进了“圆峰文
武学校”、开办了农家大食堂、推出研学夏令营，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更加清晰。赵庄村也被
评为“河南省卫生村”“河南省‘万村整治 千村
示范工程’示范村”“郑州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登封市“产业发展”和“生活富裕”红旗村，目前
已成为郑州市首批正在创建“五星”支部的村庄
之一。

看到公共媒体的深度帮扶实践，见贤思齐，
让碧桂园河南区域体会到更多社会责任主体的
公益情怀，更激励了他们投身到公益事业。

事实上，碧桂园河南区域将践行公益与开
拓市场同步推进，实现了商业与公益的“双向奔
赴”，走在河南民企践行公益的前列。

公开的数据显示，碧桂园河南区域九年来，
累计纳税超过了 240亿元，目前郑州、开封、商
丘等地有在售项目 62个，同时承建了 835万平
方米安置房，用匠心品质和贴心服务为数十万
家庭带来优质产品。

与此同时，企业于 2018年设立了“晨曦基
金”，覆盖河南 20个县，帮扶了 1500名学子；积

极参与防汛防疫，碧桂园集团向河南捐赠 2000
万元物资，河南区域员工自发爱心捐款 53 万
元，用于受灾学校灾后重建，并在商丘虞城县开
展精准帮扶工作，获得“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连续五年的夏季，公司都举办了“爱心驿
站”公益活动，把公司办公场所作为“爱心驿
站”，为城市建设者、环卫工、交通警察、快递员、
外卖派送员和爱心志愿者，以及需要特殊关爱
的老弱病残孕等群体，免费提供茶水、休息、充
电、避雨、卫生间等消暑配置和爱心物资。

今年 5月 28日，“爱心驿站”公益活动同步
在郑州、商丘、开封三城市设立了 23个站点，开
展公益服务活动，受到城市建设者的欢迎。

3月“雷锋月”，碧桂园河南区域党委发起
“春雨行动”党建系列活动，组织先锋党员和爱
心志愿者、爱心业主参与学雷锋、公益植树、净
化家园活动。

对此，王多亮表示：“公益活动是碧桂园践
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社会
责任，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建设更出彩的河
南贡献力量，这也是企业‘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
在而变得更加美好’的最好诠释。”

党组织凝聚力执行力的融合实践1

践行企业价值观为河南筑造好房子2

由“企业人”向“社会人”转型3

商业与公益的“双向奔赴”4

“是时代成就了碧桂园，企业要用行动来
回馈社会。”这是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现实中碧桂园也是这样做
的。碧桂园河南区域的行动仅是碧桂园集团
公益版图中的一个缩影。

2021 年 7 月，河南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
雨，部分地区受灾严重。碧桂园集团、国强公
益基金会向河南先后共捐赠 2800万元救灾物
资，并且出人出力投身一线救援及重建工作。

“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碧桂园才有今
天的发展。正因如此，我们更要真心回馈社
会。我相信，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事业才能为企
业带来好机会、好生意。”杨国强说。

1997年至今，碧桂园集团及杨国强已为社
会累计捐款捐物超 90亿元，涉及精准扶贫、职
业教育、疫情防控、救援救灾等方面，主动参与
全国 16省 57县的精准帮扶与乡村振兴工作，
助力超49万人脱贫。

“扶贫必扶智”，在教育方面，国强公益基
金会已经创办三所慈善学校，国华纪念中学、
碧桂园职业学院以及临夏国强职业技术学校，
以接收困难家庭学生和退伍军人为主，通过授
人以渔，让知识改变命运。设立仲明大学生助

学金、惠妍教育助学基金等20余个教育助学专
项基金，并为清华大学捐赠 22亿元、中山大学
捐赠 1.94 亿元，支持多所高校发展。截至目
前，碧桂园集团教育帮扶累计投入近 50亿元，
惠及学子10万余人。

从碧桂园河南区域的开发经营与管理实
践看，公司正是利他哲学观念的忠实践行者。

我们看到碧桂园集团的“我们要做有良
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企业价值观在
河南生根开花，其产品与服务赢得了中原人民
的喜爱，并获得更多中原人民的认同与消费。

我们还看到，碧桂园正在顺应时代，积极
布局智能建造，在河南的30多个项目有100多
台建筑机器人参与施工作业，不同工种的机器
人还实现了联动协作。碧桂园通过技术创新
探索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建筑
业转型升级，成为地产行业伦理责任的践行
者。

我们更看到碧桂园河南区域在关爱儿童、
帮扶困难家庭大学生以及防汛防疫上，表现出
了一家民企的责任担当。

这是碧桂园河南区域践行企业责任的生
动画面。

企业经营实现自利到利他的升华5

碧 桂
园河南区
域党员参
加无偿献
血活动。

碧桂园河南区域的公益之路
□张建华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 8日

上午，郑州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村委

院内红旗飘扬，党旗下一张张稚嫩的

面孔洋溢着激动和喜悦，15名留守

儿童代表在新学期开学季“意外”地

收到了爱心书包和文具套装。

这份爱心来自碧桂园河南区域

携手河南日报社举行的“情暖童心、

关爱成长”主题帮扶助学公益活动，

这也是碧桂园河南区域与河南日报

社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此次活动，碧桂园河南区域携手

河南日报社不仅为成长中的孩子们

带来了书包、文具、足球、篮球、羽毛

球等学习和体育用品，而且在中秋节

来临之际，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还特意为赵庄村 80岁

以上老人送去了月饼等慰问品，并为

老人们送上美好的祝福。

“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关乎乡村

的未来，让更多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关爱，是每一个有能力的社

会组织应尽的责任。”碧桂园河南区

域党委书记、总裁王多亮表达了举行

此次公益活动的初衷。

深耕河南九年，碧桂园河南区域

勇担社会责任，在为河南人民打造美

好住宅的同时，用自身的点滴行动传

递着大爱，践行着企业筑造美好生活

的价值理念，塑造着一个企业公民的

良好形象。

从碧桂园河南区域九年如一日

践行社会责任的行动中，不难发现作

为企业公民，碧桂园河南区域在五个

责任实践的层级上，已成为河南民企

扛起社会责任的典范。

碧桂园河南区域为赵庄村老人送去中秋祝福。

“情暖童心、关爱成长”主题帮扶助学公益活动在赵庄村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