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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片开放创新的
高地——

在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400多平方
公里土地上，屹立着郑州机场、富士康
郑州科技园、郑州智能终端（手机）产业
园、郑州园博园等众多重点项目单位。
2017 年，近 3亿部手机从这里飞向世
界，约占全球手机供货量的七分之一。

这里是一片务实拼搏的
热土——

从几年前黄沙漫天到排排高楼
拔地而起；从偏僻荒凉到康平湖、双
鹤湖碧波荡漾，兰河公园、青年公园
绿树葱茏，郑州园博园游客如织；从
交通方式传统单一到形成航空、公
路、铁路、轻轨、地铁等新型立体综合
交通枢纽……一个崭新的国际化航空
大都市正快速崛起。

这里创造了令人惊叹的
“港区速度”——

2017 年，航空港实验区地区生产
总值完成 700.1亿元，是 2012年的 3.4
倍，年均增长 19.4%；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680.5 亿元，是 2012 年的 5.9 倍，年
均增长 42.4%……5年来，郑州航空港
实验区牢记全省最大开放品牌、带动
河南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战略平台、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双城引领”的
责任，“争分夺秒、拼尽全力”，建设大
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
大都市，圆满完成“打基础、成规模”目
标任务，转入“立新城”的新阶段。

风云际会，高潮迭起。
最美人间四月天，驱车行进在郑州航空港，

你会真切感受到由开放创新形成的巨大推动
力，一座内陆开放之城、活力之城、魅力之城跃
入眼帘。

开放创新镌刻于每一个坐标：该区率先实
现电子营业执照、工商登记名称预核准、三证一
章等改革创新；获批成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引智试验区”“人民币创新试点”“增量配电改
革试点”“经营性租赁外币结付租金区域”等国
家级战略平台，政策叠加优势日益凸显。

开放创新融汇于每一帧画面：新年伊始，河
南首单飞机租赁业务顺利完成；阳春三月，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2018年第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27个项目总投资达146.9亿元；明媚四月，
郑州机场飞行区指标由4E升级为4F，郑州机场
正式跻身国内最高等级机场俱乐部，成为全国

第十二个4F等级机场，此前，郑州机场三期项
目工程已开工建设……

开放创新映射于每一张蓝图：未来5年，全
力推进“国际、魅力、机遇、幸福”航空港建设。
以“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为引领，加快构架连接
世界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航线网络，着力打
造“空中丝绸之路”先导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枢纽经济集聚区；以高端产业为主导，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先
行区建设；全力推进创新工程，着力打造航空经
济创新引领示范区；深度谋划内陆型自由贸易
港建设……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中原开放发展论坛上，美国北卡罗
莱纳大学教授、国际航空城会议主席约翰·卡萨
达向海内外嘉宾充满信心地说，郑州航空港实验
区为生产制造商提供了快速的全球连通力，目前

已吸引大量投资，发展势头强劲。这里正通过高
速公路、城际列车、地铁等综合交通方式与郑州
机场实现无缝连接。这使得郑州航空港实验区
成为目前中国交通最便利的地区之一，该区域未
来还将保持快速发展。

开放创新无止境，科学发展无穷期。
总有一种信念，让梦想飞越万水千山；总有

一种力量，让郑州提速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体。
从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美丽蝶变为一

座“会飞的城市”，已经插上航空经济有力“翅
膀”的郑州，正奋力鼓动双翼，朝着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目标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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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水上境作为正商举 20余年厚积倾心
匠造的高品质项目代表作，在名企云集、名盘
林立的郑东新区连获殊荣，获得高度认可和
充分肯定，究其原因，在于善水上境是正商推
进标准化理念凝结出的第一个硕果。善水上
境之后，同样位于郑州北龙湖区域的珑湖上
境、珑水上境联翩而至，三子登科、三“境”一
体，形成正商高品质系列“上境系”。

“正商不是先有标准化，才有标杆项
目；而是先有标杆项目，才有标准化，用标
杆项目去指导其他项目，才能保证所建造
的项目个个高品质。”裘明告诉记者。“石以
砥焉，化钝为利”，正商每一个标准的制定，
都经过反复的研究，经过细心的打磨，经过
时间的检验，经过业主的反馈，而后才得以
推广、复制。

家河家项目便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
家河家是正商高品质建设的代表性项目之

一，是正商成品房建设从“小众化生产”到“量
产”的里程碑式作品。为了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在建造家河家项目时，正商先在一个项目
中进行精装修试验，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地做
出20个左右不同风格、不同户型的成品房样
板。之后，对这些精装试验样板间中出现的
问题，在智慧城试验基地又做了十余套 1:1
的样板间，在此基础上，经过各项评估、修改、
调研，才落地到家河家。这便是正商成品住
宅从产品研发到落地，再到标准化形成的过
程，整个过程耗时一年多，即便是现在已经形
成标准，正商仍在不断考察、调研、更新、优
化，不放过一个细枝末节，发现瑕疵便及时进
行调整。如同文章不厌百回改，正商也是推
敲雕琢求精细。

“目前，正商的标准化产品线已非常稳
定，住宅产品只有‘上境系’（高标准产品）和

‘品质家’（精品产品）两种，公寓产品即‘铭

筑系’，另外还有高端商务办公写字楼产品
线，以及正在形成的郊区大盘和小镇产品
线。在经过了市场的反复检验之后，正商已
经实现设计、户型、立面、规划的标准化，地
上建筑、景观的完全复制。”裘明介绍说。

说是“完全复制”，但正商的标准化却不
等同于一成不变，更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据
悉，正商的标准化兼顾着产品研发功能，通
过不断地调研、学习、对标、改进，保证产品
品质的时效性。在严格执行标准化的基础
上，正商允许其产品每年有 5%的创新或每
一类产品有1~2个项目的创新，用于实现新
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实现新产品的研发，为
其标准化建设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成功
研发出新产品之后，正商也并不急于更新标
准，而是当创新项目交房半年后，在经过了
市场的切实检验，并获得较好反响的情况
下，正商才慎重地改变其标准，以新的标准

化产品来升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新的产品必定带来新的问题，产
品创新不能只靠想象，必须经过实践的检
验，在标准更新后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标准
化工作就是一个从不变中求变、从变中求不
变的创新过程。”裘明指出。

在正商的园区里，一块小小的地砖皆可
体现标准化：正商要求，在项目园区里所有可
能行车、停车的地方，哪怕是非机动车，都要
以 10cm×10cm的马蹄石来铺砌。这种石
头平整美观，经久耐用，规避了以前正商曾经
使用的大块石头被车辆压碎、压翘的情况。

在社区规划中，统一将非机动车停于地
下，这是标准化的一个表现：正商舍弃地下一
部分机动车停车位，用于集中停放非机动车，
追求极致的人车分流，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
社区路面如果不禁停非机动车，不仅影响社区
美观，也给社区的孩子和老人带来安全隐患人

车不分流，近几年来成为郑州购房者的一大痛
点。正商宁可减少部分停车位，也要将非机动
车全部停于地下，此举的确值得称道。

在地下车库，从管线到地面到车库标
识，处处是标准化的体现：正商地下车库的
管线都是用 BIM 技术排布的，所有管线全
部进行二次装饰美化；正商地下车库统一采
用金刚砂耐磨地坪+固化剂；车库标识标牌
与机场、地铁站同属一个标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正商的普通住宅产
品，所有的入户门都是钢木复合门+指纹密码
锁；所有的窗户都是三层双中空断桥铝合金系
统窗；五金件全部采用国际一线品牌；单元门
全都是自动平移感应门；外墙涂料都是岩彩
漆；立面上的基座部分全部采用干挂石材……
在正商的标准化中，每一个产品、每一处细节，
都凝结了其24年的筑城经验，凝结了正商人
的心血，正商投入了大量资金，经历了反复的
推敲和打磨，才有了如今的整齐划一。更让记
者感到惊异的是，这些还都只是正商的普通产

品，且不管正商走到哪里，不论项目所处位置
是在郑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地级市，正商的普
通产品全都统一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执行。

在正商总部，记者见到了多达13本的标
准化书籍，包括《住宅产品技术标准》《住宅产
品设计标准》《公寓产品设计标准》《公寓产品
技术标准》《正商专项标准》等各类标准书册，
种类之繁复，内容之精细，让人眼花缭乱。据
裘明介绍，正商研发与标准化中心除了研发部
之外还设有图审部。研发部负责产品研发和
标准化，图审部负责检查其所有标准的落地。
从研发到形成标准到执行到检查，环环相扣，
保证其标准化必须百分之百落到实地。

“2018年，我们的口号是‘极致标准化’，
要求严格执行所有标准，以此来控制品质，坚
守原则，将标准化进行到底。”裘明说，正商今
年要实现设计变更率较2017年降低 90%的
目标，为此，正商正建立一个标准化平台，实
现标准化的上线管理，利用信息化平台确保
标准化文件的落地和执行。

正商的高品质建设涵盖设计高品质、建
造高品质、配套高品质、服务高品质。正商
的标准化建设不仅体现在设计、产品上，还
体现在服务上。在正商的各个销售案场，不
管是大门口礼仪岗的站姿，还是秩序员为客
户开门的手势，抑或物业管家为客户端茶倒
水、送上水果拼盘的步态、笑容，都是经过精
心培训达到标准化，甚至不同的季节奉送不
同时令的水果，都务求有标准可循。

标准化虽美，真正实施起来却是对企业
“内功”的严峻考验。只有在保证产品品质的
时效性、保证产品在行业内的领先性、保证产
品设计先进性的同时，保证所有标准的严格落
地，减少设计失误和产品缺陷，创造标杆，缔造
经典，让梦想家园花开满地，才能称之为成功
的标准化。在这一方面，正商不仅走在了前
列，而且体会到了标准化带来的成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商走在正道上，标准化建设会为正商的迅
跑添翼。

正商标准化正商标准化 添锦高品质添锦高品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文良刘文良 龙雨晴龙雨晴

《“正正日上”·党报看正商》系列报道之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标准化的推进是个系统工程，绝非一日之功。正商的标准化建设走到今天，还不能说真正实现了标准化，而是正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坚定地往前走。”
在记者前往正商总部大楼采访正商集团研发与标准化中心副总监裘明时，谈及正商的产品标准化，他开门见山。
诚如斯言，作为一家发轫于郑州、深耕郑州24年的企业，作为河南本土房企的领军者，正商对中原的市场走势、对中原百姓的居住需求，早已“摸得门儿

清”。如何在保障产品质量与品质的前提下快速占领市场份额，让正商的标杆项目、精品住宅之花开得愈发锦簇、愈发娇艳，给越来越多的中原百姓匠造高
品质美好生活，这是摆在高速发展的正商面前的一道“大考”，标准化建设是正商“高品质扩规模”的必由之路，小到园区里的一块砖、每家每户的一扇门；大
到整个项目的设计、户型、立面、规划，正商都在进行标准化建设，让标准化为正商地产赋能。

2018年，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20周年。这20年，中
国房地产业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并且逐步趋于成熟，谁在
时代大潮中占到先机，谁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在经历
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差异化开发模式之后，产品标准
化成为大多数房企扩张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任何成功，都有迹可循。作为河南房地产业的领头
羊，2011年左右，正商就开始了标准化的探索之路，在
技术中心设立标准化专员岗位。作为正商的第一个标
准化专员，裘明一路见证了正商的产品标准化从“一个
人的战场”，到技术中心下属的一个部门，再到如今直属
于正商总部、有着约 50人规模的研发与标准化中心的
发展壮大过程。熟悉正商的人士都知道，正商标准化建
设的过程，正是正商高品质建设深入推进、正商规模快
速扩张的时期。

“说到底，标准化一个是保速度，一个是保质量。”裘
明告诉记者。

标准化、住宅产业化、装配化建筑，在中国地产界早
已成为共识和行动，万科、碧桂园等企业都在积极倡导
并践行住宅产业化、标准化，并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不仅缩短了工期，而且降低了成本，提升了品质，可谓大
势所趋势在必行。在深耕郑州 24年的生命周期里，生
于斯、长于斯的正商与郑州早已血脉相同、水乳交融，对
整个郑州市场了然于胸。在规模效应日益凸显的过程
中，正商洞悉：若是开发建设的各个项目有较大的差异，
就意味着企业需要不断设计、开发、销售不同类型的产
品，进而意味着企业总是要面对大量层出不穷的问题。
所以要想实现快速开发，标准化势在必行——它节约了
从项目前期定位、策划到产品讨论、规划的时间，实现了
快速开盘销售，这就是“保速度”。

裘明告诉记者，一旦产品进行标准化，设计标准制
定完成之后，执行起来便只需复制。“我们现在一个项目
需要对接的设计院多达4~5家，每个设计院有自己的设
计习惯与要求，同样一个产品，会有多种设计方案。标
准化则会要求他们专注一个方案，在这个方案上聚焦，
做到精益求精、不断优化、臻于完善。”裘明说，“另一方
面，如果一个项目发现了问题，不互相告知或者不及时
纠正，这个问题就会在其他项目上重现。当有了统一的
标准，一个项目出的问题就可及时反馈给我，杜绝其他
项目再出现类似问题。这种防患于未然，是差异化产品
设计无法实现的，但是标准化则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就是‘保质量’。”

如今，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企业一方面
需要做大做强规模，正商已经确定了2020年实现地产主
业千亿元的销售目标。但是扩规模的前提和基础是高质
量建设，标准化建设是正商高品质建设的重要保障。

标准化建设是正商高品质建设的重要保障

善水上境是正商标准化建设的代表性作品

“我们的口号是‘极致标准化’”

在正商，保洁工作也有标准化、流程化。

正商正商··善水上境销售中心入口处善水上境销售中心入口处，，
礼宾标准化站姿礼宾标准化站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