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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正商之暖
以人为本，让服务有温度

商道即人道

在激烈翻涌的地产大潮中，若要不被
淹没，载着巨舰乘风破浪，支撑其航行的
动力是企业责任感，是言行必果对承诺的
兑现，是对客户、对城市承担的责任和关
怀。

正如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所言：
“在正商看来，一磅的利润也抵不上一盎
司的责任，这种责任既有对土地的责任，
城市的责任，也有对客户的责任，还有对
公司全员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
的责任。”

这种深厚的责任感，无不细化在一桩
桩精微的服务上。

“温暖”的承诺里，是心系民生的责
任。

2020元旦，一年初始之日。
这个时节，正商给了业主一万分的惊

喜与感动：本非采暖季“新用户”的正商善
水上境，竟然让业主提前采暖了。

按照郑州市热力总公司要求，2019~
2020采暖季热源紧张，此次采暖期决定暂
停办理新用户入网手续，善水上境在2018
年年底和2019年年初交付，属于“新用户”
行列，按照合同规定，善水上境的业主应
在2020~2021采暖期实现供暖开放。

然而，让业主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
在1月4日，2020年首场暴雪来临之际，收
到了正商带来的温度—社区供暖了！

这背后，是正商的多方奔走和努力，
为全力推动供暖，专门为善水上境制定冬
季供暖应急预案，成立专门的供暖小组，
怀抱着渺茫的希望，还是倾尽其力地向热
力总公司争取供暖。

连市政供暖部门都棘手的事，正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背后，是正商埋
头苦干、真抓实干的企业精神，是正商对
客户实现“温暖”的承诺，更是心系百姓民
生情怀的担当。

高品质服务再升级，让生活更美好

成功的品牌，卖的不只是产品，更重
要的还有服务。

在时代的发展下，楼盘硬件的比拼在
达到一定程度后，品质服务将会成为楼市
竞争中强有力的筹码，只有更高品质的个

性服务才能迎合业主的需求。
如何为业主提供更高标准的精神层

面的服务？正商上境会的搭建，为业主带
来了需求的精神家园。

在这里，业主获得的不仅是融洽的邻
里关系，收获的更是与众不同的圈层文
化，认知的提升与资源的互换。

链接聚合也才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这
也正是上境会所倡导的社群文化：认同、
参与、分享、共创。虽然上境会2019年9
月28日才正式成立，但举办的活动已经有
数十场。

在这里你可以聆听学者专家分享洞
见，也可以去上境一席谈传达新知，还可以
去艺术派享受艺术，去圆桌派论道人生，甚
至可以去实地探访国内外优秀企业。

因为上境会会员采用邀请制，对会员
审核严格，面向的主要又是上境业主，因
此你完全不必担心圈层的纯粹性。

在今年疫情期间，为了缓解会员的物
资紧张，上境会还为会员采购了多类物
资。

为了让会员更好的享受会员权益，正
商专门拿出了一千万元免费赠予前期的
会员们，今后还计划每年拿出数百万支持
上境会的发展。

上境会的成立，无疑让人们有了更多
的归属感，如同找到了组织，不再无依无

靠，而归属感不仅会增进个人的幸福，也
会让社区的凝聚力更强，这也是正商在高
端品质地产商成功转型之后，在高端品质
服务上的又一次升级。

物业严筑安全之墙，“用心”铸就“放心”

通过这次疫情，让更多的人明白了物
业的重要性，开发商孰好孰坏高下立判。

疫情显担当，正商物业在疫情这场大
考之下，优质的物业服务得到进一步彰
显，深深赢得了业主的信赖，为业主筑起
最坚固的安全防线。

在抗疫期间，正商物业管理的百余个
小区，在辖区街道办、社区和正商集团党
委的领导、指挥下，各小区筑牢防疫“防火
墙”、打造防疫“防护网”、增值服务“有温
度”、传递防疫“最强音”、稳定防疫“大后
方”，全面、科学、有序、高效地开展防疫工
作，累计办理出入证58408张、为居家隔
离家庭提供入户服务79184次。

这两个数据仅是正商物业抗疫期间
众多用行动书写、用脚步丈量、用汗水挥
洒的数据的几个缩影。正商小区防疫，

“飞机”“坦克”齐出动：无人消杀小坦克机
器人可负载90公斤消毒液，每次消杀时间
可达半小时左右，每分钟行进一米，并可
进入楼道对楼道进行消杀，消杀效率大大

高于人工消杀；无人机装载10升消毒液，对
小区公共道路、绿化带进行消杀，并配备语
音提示功能，提醒业主做好准备……

战疫期间，不仅正商物业、兴业物联服
务、管理的小区、写字楼、销售案场防控得力，
正商集团各个在建项目的复工复产也交上了
漂亮的答卷，正商集团万余名员工和在建项
目3万多名劳务施工人员，实现零感染。

5月5日，在正商举行的“庆五一、五四
暨抗击疫情表彰大会”，正商集团党委书记、
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郑重承诺，“无论我
们面临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正商都将始终坚
持高品质战略不动摇。建造高品质、配套高
品质和服务高品质，永远是所有正商人的目
标和要求。”

回眸正商之境
精益求精，升级高品质人居建筑

耀眼上境，品质上无止境

交房一大考，疫情之后，正商的“交付大

考”，能否交出满意的答卷？
这个春天，正商给业主交上了春风扑面

般的美好答案。
凭借着北龙湖五座上境系产品的问世，

正商曾一举奠定了自身在豪宅市场的地位。
2018年，善水上境交付，从楼栋双精装

的入户大堂到入户厚重敦实的进口装甲门、
从泼墨风的石材地面到厨卫动辄价值不菲
的用具，从里到外、从小到大，这成百上千个
值得说道的细节，使得善水上境成为郑州业
界的典范。

今年4月1日，珑湖上境揭开面纱，河南
商报记者来到北龙湖，去探究这个建筑的呈
现面貌。

自看到的那一刻，便已经被它深深吸
引，围墙、楼栋外立面全部由咖色铝板和进
口葡萄牙米黄石材共同镶嵌而成，大气端
庄，低调豪华的即视感。

印象深刻的还有2000余平方米的社区
会所，设施配套一应俱全，超乎预期，这里配
备了全年恒温泳池、高品质健身房、瑜伽室，
可以满足未来业主们的多种需求，珑湖上境
为即将入住的新主人们，准备了更多的惊
喜。

珑湖上境作为善水上境的后继之作，是
正商集团第二座“上境系”产品，在延续善水
上境高品质精工的前提下，又进行了100余
项细节上的改进。

上境系列产品，由正商集团董事长张
敬国亲自命名，意为“品质正道，上无止
境”，旨在从中原峰层人群的理想生活出
发，为城市人居营造一流的生活体验。

3月22日，正商丰华上境首推，再次
上演了一段北龙湖传奇佳话。其推出的
80套房源，开盘即售罄，又一次用实力续
写着北龙湖传奇。

正商集团凭借高品质感的建造标准，
中原之巅的北龙湖，为中原人居梦想，装
点出亮眼的光芒，备受品质人群追捧。

回眸正商之路
品质筑家，捷报频频

努力付出，成绩单张张亮眼

这个春天，是偏爱正商的。
3月9日，兴业物联服务集团以内地

物业黑马之姿，在港交所成功上市，成为
2020年第一支在港交所上市的物管股；公
开发售股票部分超额认购1414.1倍，创下

香港交易所2020年以来新股招股超额认购
新的记录，成为2020年港股新的“超购王”，
受到了投资者的热捧。

3 月 27 日，正商实业（HK00185）发布
2019年度财报。财报显示，截止到2019年12
月31日，正商实业收益约为人民币89亿元，
较2018年增长约1,378%。毛利约为22.87亿
元 ，较 2018 年 增 长 约 731% ，毛 利 率 为
25.7%。十多倍的收益增长，正商在河南房
企中一枝独秀。

3月31日，正商集团再传捷报。中国房
地产业协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
促进中心公布《关于表彰第九届（2019-2020
年度）“广厦奖”第一批获奖项目的通报》，正
商集团斩获不凡佳绩。

正商集团开发的正商善水上境（高层住
宅楼）、正商经开广场和正商博雅广场（写字
楼 部 分），三 个 项 目 同 时 获 得 第 九 届
（2019-2020年度）“广厦奖”，一家房企有3
个项目同时获奖，创下了河南房企“广厦奖”
获奖新的记录。

4月份，据克而瑞公布数据显示，在疫情
影响下，2020年正商地产仍占据一季度大郑
州房企销量金额榜第三位，面积榜第一位，
位居大郑州本土房企销量金额榜、面积榜双
榜冠军2020年一季度数据，正商地产位居
大郑州本土房企销量金额榜、面积榜双榜冠
军，正商成为最耀眼的存在。

5月13日，由中指研究院、中国物业服务
价格指数系统主办的“2020中国物业服务百
强企业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三届中国物业
服务百强企业家峰会”隆重举行，兴业物联凭
借多年来的稳健发展，在继2016、2017、2018、
2019年之后再次荣登榜单，位居第60名，排名
在持续上升。

一张张亮眼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正商
的努力付出，这是正商践行“高品质”战略的
结果，是高品质产品与服务不断提升后结出
的硕果。

26载初心不变，品质生活到永远

正商，一直在深耕郑州这片热土。
成立26年来，正商累计开发建筑面积达

3300万平方米，有35万户家庭和100万业主
选择正商。

尤其在大本营郑州，正商还曾连续八年
房地产销售业绩位居郑州No1，实力扛鼎郑州
龙头房企。

这些年，正商在发展的同时，也见证了郑
州城市的发展，正商已经与郑州这个城市的
发展融为一体，秉承“为优秀人群创造品质生
活”的使命，为郑州人民提供了优质居所，同
时，也为业主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

从2013年吹响品质提升的号角，到2016
年高品质建设的升华，正商实施的高品质战
略，坚持把高品质建造、高品质服务、高品质
配套放到企业发展首位，无论是设计施工还
是招标采购都不设目标成本，坚决以高品质
为目标，坚持为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产品和
服务。从前期项目的落定、规划、设计、开工、
工程监督、基础设施配套，到后期社区绿化、
物业服务等，一切从品质着手。

2016年，正商制定了高品质战略，坚持把
建造高品质、配套高品质和服务高品质放到
工作首位。无论是公司初期的住宅产品，到
智慧社区的建设、上境系列的打造，还是商业
写字楼、美丽乡镇的不断完善，这其中都是正
商企业发自内心的责任写照。

2019年，可以说是正商高品质的成势之
年，正商高品质战略确切地印证了“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确切地印证了房地产市场不缺
房子，而是缺“好房子”的现实。

从创立之初的“正商地产品质体验”，到
“品质生活到永远”，再到如今的高品质战略，
正商一直在践行“品质”这颗初心。

综述

2020年，对于企业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
年。

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有的岌岌可危，也
有的迎难而上逆风翻盘。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行业间的竞争也
在进一步加剧，房企发展逻辑已经转向“品牌
驱动”，拼的是服务，是品质，这才是一个企业
在不确定性市场破局的核心优势。

正商，在这个大风大浪的海面上，非但没
有摇晃，反而承载着高品质战略的理想，一路
乘风破浪，不断精进求索，从升级建筑品质，
到提高管理专业化水平，再到细化物业服务，
坚持把高品质建造、高品质服务、高品质配套
放到企业发展的首位，坚持为客户提供超出
预期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正商坚不可摧的
核心竞争力，面对难以把握的外部环境，依然
能够持续上扬。

始于初心，敬于地段，合于设计，久于物
业，终于品质。

这正是正商。

转眼间，2020已即将过半。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今年注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黑天鹅”让本已艰

难的楼市更是压力山大，也加速了房地产
行业的洗牌。

与此同时，有的房企却在困境中“逆
市搏击”，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无论产
品还是服务，无论品质还是发展，都是扛
鼎业界的标杆。

这家企业，便是正商集团。
究竟是什么，让其在2020这更为复

杂严峻的形势中，还能绽放出如此灿烂的
生命力？

今天，推出正能量房企之“年中回眸”
报道篇，通过深度复盘，去探析企业硬核
实力背后的核心优势。

正能量房企之“年中回眸”篇—26载，砥砺前行，初心不变！

河南商报记者 张丽

（善水上境小区实景） （珑湖上境小区实景） （正商上境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