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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致敬时代致敬时代 砥柱中流砥柱中流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4040周年系列报道周年系列报道 企业力量之山顶地产篇企业力量之山顶地产篇

山高人为顶山高人为顶 路远脚更长路远脚更长

时间时间，，最能检验价值最能检验价值，，亦能凸显价值亦能凸显价值。。今年今年，，
是改革开是改革开放放 4040 周年周年，，也是山顶地产成立也是山顶地产成立 1212 年年，，
1212年年，，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厚重的生命年轮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是厚重的生命年轮，，作作
为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为一家国有房地产企业，，山顶地产一直致力于做山顶地产一直致力于做
““山山””一样的企业一样的企业，，汲取厚重内敛汲取厚重内敛、、坚韧巍峨坚韧巍峨、、勇于勇于
担当的山之精神担当的山之精神，，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对山顶地产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对山顶地产
1212年的发展作结的话年的发展作结的话，，那一定是履责担当那一定是履责担当，，如果如果
说山顶地产说山顶地产 1212 年成长有什么成功经年成长有什么成功经验验，，那一定那一定
是主动担当是主动担当。。

1212年来年来，，山顶地产务实低调山顶地产务实低调、、躬耕笃行躬耕笃行，，以自以自
身的成长之路证明身的成长之路证明：：只有担当起对时代只有担当起对时代、、对社会对社会、、
对城市对城市、、对土地对土地、、对群众对群众、、对客户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以匠人之以匠人之
心筑造精品项目心筑造精品项目，，深度融入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去深度融入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去，，
企业之路才能越走越宽企业之路才能越走越宽，，愈行愈稳愈行愈稳，，才能像山一般才能像山一般
巍然矗立巍然矗立。。

责任如山 倾力中原城镇化建设

所当乘者，时也；不可失者，势也。价值观引领
企业前行之路，作为一家国有企业，任何时候都要
把社会责任、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我们深信，主动肩
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的使命，为居民谋求幸福安康
的居住之所，是国有房地产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是山顶地产责无旁贷的庄严使命。

正是基于这样的企业价值观，让山顶地产始终
躬耕在城市最需要、发展最迫切的地方。2010年，
成功在市区开发御金城、御鑫城等多个项目之后，
山顶地产放弃备受欢迎的市区房地产市场，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挺进尚未获得国务院批复的航空港
区，成为第一批进入港区的开发商，并在这片土地
深耕至今。

8年来，山顶地产为航空港区的建设开发倾注
全力，先后开发了富士康生活配套项目、富士康蓝
领公寓、山顶·御和园、山顶·御景园等多个精品项
目，并针对港区商业底子薄、配套欠缺的现状，打造
了山顶时代广场，是航空港区发展建设名副其实的
先行者、推动者。

8年来，航空港区的区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山顶地产见证了这片土地从曾经的一片荒
芜，迈向一个活力四射、安居乐业的航空大都市的
美丽蝶变。如今，山顶地产圆满完成了“三年打基
础、五年成规模”目标，正全面迈向“十年立新城”新
阶段，也将在航空港区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的转变中继续发光发热，以一个又一个安居工程
改善港区人居环境、服务港区经济社会发展。

担当如山 初心不忘匠造精品

品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党组织的政治保障。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光荣
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2008年，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总支
委员会正式成立，距今已经十年。

十年间，在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党
委、河南地方煤炭集团党委的领导下，山顶地产党
总支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企业
经营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客户至
上，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在郑州市区和
港区开发了多个地产项目，为郑州市城市发展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山顶地产党总支也在 2016 年和
2018年先后荣获国控集团党委颁发的“先进基层
党组织”奖项。

作为地产开发企业，我们深知，房子是人居工
程，更是良心事业，企业的社会担当最终要体现在
为老百姓筑造高品质的家园，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添动力上。多年来，山顶地产一直坚持用“匠人精
神”精造每一个项目，要求每开发一个新项目都要
比前一个项目有提升、有超越、有进步，正是对产品
细节的不断优化和完善，正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切
体察和满足，才有了山顶地产今天在消费者中民生
地产和责任地产的好口碑。

肩上主动担当，脚下方有力量。当前，房地产
市场从趋势性机会转向结构性机会，面对愈加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山顶地产依然坚守初心，坚持不
求速度、不求规模，只求做精、只求品质，不断加强
党组织建设，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发，在提高产品质量上
下功夫，着力改善居民的居住体验，让党旗在“山
顶”高高飘扬。

屹立如山 守正创新不负时代

时代，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进的力量。回首
来路，山顶地产欣逢盛世，有幸生长在城镇化建
设、城镇化率加速提升的黄金时代，如今又适逢郑
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大都市区的宝贵
机遇，在众多国家战略和平台落地郑州形成叠加
优势的当下，唯有感恩时代，不负韶华，与更美好
的郑州一同奋斗。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是以泰山不让土壤，
故能成其大。”人生如登山，企业亦如此。即便登
上了“南天门”，仍要向“玉皇顶”进击，因为无限风
光在险峰，只有不畏攀登永攀新高，才能领略绝美
的泰山日出。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这个大有可为的
历史机遇期，山顶地产将强化敢于担当和主动作
为意识，发扬苦干、大干、实干精神，提升核心竞争
力，厚土深耕、奋楫前行，在大发展之年实现大跨
越，不负时代的馈赠，不负历史的青睐，书写无负
于时代的新篇章。

风光无限在风光无限在““山顶山顶””集团寄语时代强音

项目位于航空港北区成熟板块
通航路与长安路交会处东北角。周边
交通便利，地铁、学校、医院、商业林
立。项目总占地约69亩，总建筑面积
约13万平方米，由9栋1.99超低容积
率、20.36%低密度的 16层小高层和
独立临街商业组成。是山顶地产在航
空港区深耕的又一精品社区。

建筑运用新亚洲风格结合新
中式现代元素，传承经典+当代手
法强调诠释美学建筑和港区宜居
标准，用精致趣味的立体景观细节

缔造灵动生活空间，拥有 17000 平
方米的绿地、900 平方米社区体育
活动场地、中央水系花园、儿童游
乐天地，打造一个绿色、健康、活
力、优雅宜居的都市社区。为了保
证经久耐用的住宅品质，山顶·裕
祥园运用科技、环保、节能的外墙、
屋面系统，建材均采用国内知名的
品牌建筑材料、电梯。建筑以全框
架、舒适型瞰景小高层为主，更坚
实、更安全，全面智能化系统让生
活自由随心。

山顶·御景园

项目位于航空港区规划的生
态居住区核心区位，地理位置优异，
毗邻地铁 2号线延长线，交通出行
便利。周边医疗、教育资源丰富，商
业和公园景观配套完善。项目2.99
的容居率和 36%以上的绿化率为
业主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整体
是法式建筑风格，建筑造型大气稳
重，不失典雅又富含时代感。洋房
产品外立面均使用石材，退台式设
计使得建筑外观错落有致、美观大
气，能够更好地与建筑周边绿化相
呼应，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广
泛关注。

山顶·裕祥园

时代画卷 走近山顶地产

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注册资金 2590万元，是河南省国有
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出资的省属国有独资

重点企业河南地方煤炭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公司具有国家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拥有

一支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房地产开发、建设、
管理团队，具有国家专业技术资格中高级以上
职称人员占公司人员60%以上，在资金实力、

开发经验、技术力量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
公司本着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精诚团

结、共谋发展的企业精神，致力于为客户打造
一种舒适的生活。2005年以来，公司在郑州
成功开发了人和花园小区、商鼎创业大厦、御
金城、御鑫城等商业和住宅项目。2010年，
作为第一批入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开展项目建设的国有企业，在港区陆续开发
了豫康新城一期富荣小区、豫康新城三期山
顶时代商业广场、山顶·豫港花园、锦绣枣园、
山顶·御和园、山顶·御景园、山顶·裕祥园等
多个项目，树立了山顶地产的良好品牌。

目前，公司已累计开发地产项目超百万
平方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行业内的影响力不断攀升。公司开发的项
目曾荣获中州杯、河南省首次分户验收示范
工程和科技部颁发的住区规划设计金奖等荣
誉。凭借在行业内的良好声誉及优秀业绩，
公司多次荣获郑州市房地产开发先进单位、
十大诚信企业、3A级企业信用等荣誉，得到
了业界、行业主管单位和广大业主的广泛认可
和好评。

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河南省山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始终坚持“求真务实、锲而不舍、
精诚团结、共谋发展”的企业精神，秉承“图稳健
发展、求安居乐业、尽社会责任”的企业理念，积
极履行行业社会责任，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树立了百姓信赖的企业
形象、企业品牌和良好口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山顶地产将继续
坚持“为百姓盖好房、为社会创价值”的发展
目标，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锐意进取、奋力前
行，为打造更好的市场口碑而不懈奋斗，为地
煤集团和国控集团的改革发展不断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山顶地产代表项目时代镜像 山顶地产发展大事记时代足印

山顶·御鑫城
山顶·御鑫城坐落于郑州市

金水区北三环以南、中州大道以
西，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00亩，建
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建有 6 栋住
宅、1栋写字楼、1座幼儿园，并配
有临街商业，以满足小区及周边
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项目已于
2012 年 10 月顺利交房，目前，社
区周边商业成熟、配套齐全、交通
便利，且紧邻郑东新区及北龙湖
片区，区位优势明显。

2006年，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2007年 6月，山顶·御金城项目开工。项目由
5栋高层建筑和1栋商业用房组成，建筑面积约11
万平方米，坐落于经三路与北三环交会处，地理位
置优越。

2008年 10月，山顶·御金城荣获 2008年度精
瑞住宅科学技术奖住区规划设计奖金奖。

2008年 7月，山顶·御鑫城项目一期开工，项
目位于中州大道与北三环交会处，交通方便快捷，
由7栋高层建筑和1座幼儿园组成，建筑面积约22
万平方米，御鑫城7#、8#楼及地下车库工程被评为
河南结构中州杯工程。

2010年 8月，公司研究决定参与郑州市航空
港区的开发建设，并于同年 11月注册成立全资子
公司——郑州航空港山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进驻港区。

2010年 10月，豫康新城一期开工，该项目是
富士康郑州 IT产业园职工公寓，建筑面积十多万
平方米，从进场准备到交付使用，山顶地产仅10个
月就圆满完成建设任务，得到了省、市、区及相关
部门的一致好评。

2012 年 4 月，豫康新城三期公寓部分开工；
2012年 9月，集中商业开工；2013年 11月，山顶·
御和园开工。豫康新城三期占地面积140亩，建筑
面积 30多万平方米，包含富士康 IT产业园职工公
寓、大型商业中心及御和园住宅小区。

2012年 6月，锦绣枣园公寓项目开工，该项目
是航空港区合村并城项目的应急地块，用于富士
康员工居住，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约50亩，总建筑
面积7万余平方米。

2014 年 3月，后宋安置项目开工，总投资 2.7
亿元。该项目为航空港区后宋棚户区改造项目，
建设用地面积为 32000 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8000多平方米，由8栋小高层住宅组成。

2015年 7月，山顶·御景园项目开工，该项目
位于航空港区郑港二街和郑港二路交叉口西北
角，地理位置优越，出行便捷，项目地上总建筑面
积约为241000平方米，业态丰富，生活非常便利。

2018年 3月，山顶·御景园项目盛大开盘，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销售成绩。

2018年9月，《河南日报》在“中原品牌企业党建
巡礼专题报道”专版中，报道了山顶地产公司党总支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并介绍了公司取得的主要成绩。

2018年 12月，由河南省房地产业商会主办的
河南地产行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企业家论坛暨
2018 河南省房地产行业公益颁奖盛典在郑州举
行，山顶地产荣获“百姓信赖企业”称号。

2018年 12月，山顶地产成功竞得编号郑港出
〔2018〕196 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所处位置隶属领事馆片区，同时紧邻港区
行政核心，区位优势突出。该宗用地的竞得，是山
顶地产公司取得的又一阶段性成果，更标志着山
顶地产公司在根植港区、深耕细作的道路上迈出
了更加坚实的一步。 李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