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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商集团正商集团
高品质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自信”正商 逐梦“诗和远方”

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对
于一贯敏行讷言的正商人来说，如今已声
名在外的高品质是五年来一个又一个正
商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创造出来的，是
用一个又一个匠心产品“硬磕”出来的，是
市场一次又一次用真金白银的销量检验
出来的。

君不见，在群芳争艳的中原高端住宅
竞技场北龙湖，正商以开篇即惊艳的善水
上境为品质指归，从设计之初，就集齐全
球知名建筑设计企业澳大利亚柏涛建筑
大师徐广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室内设计
大师梁志天、山水比德董事长孙虎三位大
师级人物担纲设计，并多次到现场指导施
工，同时，甄选9国23家国际一线品牌匹配
成品装修，并对每个项目不断进化升级，不
断臻于完善，淬炼理想人居范本……如今，
实现“五子登科”且已有三个项目成功交
付的正商，收获了大批高净值客户的好口
碑，在北龙湖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更
让“正商上境系，样板北龙湖”成为业内公
认的评价和赞誉。

不唯上境系，在正商的产品体系中，
无论是以书香华府、兰庭华府、家河家为
代表的品质家产品线，还是以正商智慧
城、正商生态城等为代表的乐活社区产品
线，抑或是以滨河铭筑、正商国际大厦为
代表的公寓产品线，还是以博雅广场、经

开广场等为代表的办公产品线，凡是冠以
正商之名的产品，无一不倾注着正商对高
品质的执念和追求，且每个产品线均已经
形成了从设计到施工建造的全流程标准
化。与此同时，正商还不断提高供应商准
入门槛，尤其是在装饰、景观、门窗、车库
地坪、消防、智能化、外立面等战略供应商
队伍上，优中选优，确保每一项建筑材料
的高品质。

君不见，公寓项目虽非主力产品方
阵，但正商依然按照高品质的标准来设计
和建造：设计上实现小户型大功能的空间
尺度，标配两层挑高精装大堂，出入五道
把关、高速电梯配置、电梯高低分区设计，
钢木复合门+指纹、密码、钥匙三合一开启
方式均是正商公寓的“标配”，正商启航国
际广场、正商书香铭筑等项目更实现了双
气入户。

君不见，即便是兴汉花园、正商城裕
园 6号院这样的刚需楼盘，亦是正商高品
质战略直观而生动的写照：项目品质并不
因刚需定位而有丝毫的折扣，不仅在小地
块中做出了大景观，更用每平方米近千元
的综合景观造价、一点一滴的细节呈现和
毫末之处的用心投入，带来了秀外慧中的

“公园感”和精致感，让社区成为小而美的
典范，让人们看到了正商用小社区写就高
品质建设“大文章”的匠心和用心。

君不见，作为正商智慧城配建的安置
社区，新郑龙湖崔垌新型社区以高标准用
材、高规格绿化、高水准配套、高质量建
设，成为正商高品质建设中“安置区也要
高品质”的鲜明例证。

君不见，即使在县级市场，正商的高
品质也一以贯之，在信阳淮滨，正商书香
华府在当地实现了多项创新引领：淮滨集
中供暖的小区，且正商承诺项目交房后前
10 年 免 费 供 暖 ；社 区 实 现 人 车 分 流、
WiFi 全覆盖；地面、地下车库双精装大
堂；社区入户的人脸识别系统，密码、指
纹、钥匙三合一开启方式的入户门；社区
配套幼儿园……在河南边远地区县级市
场的产品能够实现堪比郑州刚改项目的
品质，足见正商高品质建设的始终如一，
一张蓝图绘到底。正因为淮滨正商书香
华府的超高品质，赢得了市场的热烈反
响，11月 1日项目首开去化率达 90%，热
销1.51亿元。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正是这
一个又一个硬核产品，让正商的业务版图
越来越大，布局越来越广，项目越来越多，
客户越来越众，好评越来越丰，道路越走
越阔，前景越来越明。

“十三五”期间，以经济总量破万亿、
常住人口过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0
万元三大突破为标志，郑州迈入高质量发
展的新时代。作为城市建设的躬耕者、践
行者，过去五年，亦是正商以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初心，在产品高品质之
外，通过高品质配套、高品质服务，提升居
民生活幸福指数，赢得业主口碑，树立市
场美誉，和区域共“城”长、与城市共美好
的五年。

在南龙湖，项目多、规模巨、体量大的
正商，是当之无愧的区域建设开拓者、先
行者，为了将项目所处的城乡结合部擦
亮，正商智慧城在 2015 年规划之初就确
定了大生态、大配套、大交通的原则。项
目总占地 3000多亩，有 2000多亩用于十
七里河、十八里河、南水北调运河三河的
河道整治、主题公园建设、教育用地、生活
配套用地以及道路建设用地。正商累计
投入 2亿多元建设了五条市政道路；配套
建设了体育公园、采摘园、植物园、滨河公
园、生态教育园五座主题公园；配建了新

郑正商智慧城外国语小学、新郑正商智慧
城外国语中学两所高标准、高规格公办学
校；投资 2500 多万元建设了新郑市龙湖
镇党群活动中心，建设了建筑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的龙湖镇青少年活动中心作为
新郑市龙湖镇公共配套。

不唯正商智慧城，在正商生态城、新
乡正商智慧新城等多个项目，同样的大配
套均走在了商品房建设前面：2017年，正
商生态城刚刚启动，正商就开始了对周边
环境的规划、打造、改善工程，投资数额达
5亿元；在新乡正商智慧新城，项目甫一启
动就率先重点打造了城乡规划展示中心、
体验中心、综合商业区以及绿化景观和区
域内交通管网等基础设施……如是种种，
不仅成为正商高品质配套的力作，更为区
域城市焕新、城市进化贡献了蓬勃的正商
力量。

事实上，以完善丰盛的高品质配套，
构建大服务体系，已是正商各大项目的标
配：在正商上境系，包含四季恒温游泳池、
健身房、活动室、瑜伽室、儿童活动区的会

所，成为“社区公共会客厅”；旗下两大物
业公司——正商物业、兴业物联，还根据
不同的物业形态，进行针对性服务：正商
物业以六维服务体系、三重服务保障、四重
反馈机制、十大温暖举措给予业主以润物
无声的滋养，兴业物联专注围绕建筑智能
化和物联网大数据领域，先后建成了集监
控、能耗管理、客服中心、E卡通、云数据为
一体的物联网平台——慧眼科技中心，自
主研发了智慧物联App，实现了线上一键
缴费和报检报修、无人机巡逻、无人机消
杀、机器人智能迎宾、停车场无感支付，开
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智慧物联之路。

除做好社区高品质服务之外，正商更
把业主像家人一样捧在手心里，通过两大
社群——上境会、正商会，以文化、艺术、
爱和美好为纽带，让社区成为温暖的大家
庭。上境会集萃整合了正商集团内外部
优秀资源，搭建正商高品质生活方式服务
平台，目前，会员数量已经达 1400 人以
上；正商会则通过专注运营多重社群活
动，让业主尽享缤纷多彩好生活。

一片冰心在玉壶
大配套大服务树起正商“服务自信”

时序更替，岁月如歌。
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过去五年是新时代

开启、新秩序重建的五年。伴随着“房住不炒”
的定位，楼市调控走向常态化，高质量取代高
速度，成为市场新常态。

对于中原楼市而言，过去五年是格局深度
调整、房企座次重排的五年。中国地产房企
30强悉数入郑，在群雄逐鹿、硝烟弥漫的战场
上，合纵连横、跨界转型、断臂求生的剧情每天
都在上演。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浪淘沙，犹见
真金璀璨。正是在这样残酷的市场考验和激
烈竞争中，扎根中原、筑城不辍的“中原之子”
正商集团，凭借高品质的践行坚守和初心不悔
的勤勉精诚，走出了一条以高品质建设赋能高
质量发展的阳光大道，不但自信盈胸而且底气
十足。

过去五年，是正商集团上境系五盘同开、
样板北龙湖的五年；是在地产行业深度调整
中，实现多产业并举、市场销量逐年提升，首
都北京、国家中心城市、新一线城市、地市、县
域、乡镇六级市场联动的五年；是以高品质战
略深度推进，助推品牌价值知名度大幅提升、
品牌美誉度绽放华彩，实现品牌自信、品质自
信、实力自信、文化自信、责任自信的五年；是
以高质量发展，为提高城市人居水平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贡献蓬勃力量，在中原城市化进
程中讲好正商好故事、发出正商最强音、唱响
正商好声音的五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以躬
行当下的奋斗为桨，则扬帆远航直挂云帆。如
今，乘势黄河国家战略，站在更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自信”正商，正与美好新时代、出彩大中
原携手，奏响一曲更激越昂扬的新乐章。

咬定品质不放松
高品质战略夯实正商“实力自信”

近几年，无论是在正商集团总部各中心还是在各片
区，无论是在正商项目工地还是在销售案场，无论是社区
物业还是正商的合作伙伴，只要谈起正商，一定会提到一
个“关键词”：高品质。

拨开时光的藤蔓回溯，正商集团成立 26年来，对品
质的追求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创立伊始，正商就以“正商
地产 品质体验”为企业初心；2009年，正商的企业理念、
企业精神、品牌口号进一步提炼为“品质生活到永远”；
2013年 10月，“正商品质提升头脑风暴会”擎起了正商
品质提升在行动的大旗；2016年，正商正式确定“建造高
品质、配套高品质、服务高品质”的高品质发展战略，自
此，高品质成为正商人的思想之舵、行动标尺，成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品质建设没有特例、没有上
限、没有时限、没有界限，高品质建设人人有责，从此，高
品质镌刻在正商的基因中，流淌在正商的血液里。

“品质是企业生存的命脉，是企业发展的基石，高品
质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不是兴之所至，而
是信念如磐；不是宣言告示，而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
践行。”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这样定调高品质建设在正
商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以大的市场环境为观察背景，更能体味出正商坚守高
品质战略的可贵与不易。过去五年，“房住不炒”成为主基
调，调控常态化为曾经高歌猛进的楼市踩下了刹车，“活下
去”成为不少房企面临的最紧迫的生存课题。但即便市场
遇冷，正商却初心不移矢志不渝，张敬国不止一次强调“不
管市场有多么不好，房价怎么走低，对于正商，我们都要坚
守一个底线，那就是高品质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

正是在这种不计成本只为品质的思路指引下，
2016年，推出的正商北龙湖首作、正商高品质建设集大
成之作——善水上境，设计建造过程中没有对标项目、
不设上限标准，从规划设计到装修标准，再到工艺细节，
一切都全力做到极致，2018年底，善水上境用一张近乎
完美的交付答卷惊艳郑州，全面刷新了郑州人对正商的
认知、对高品质居住体验的认知，正商善水上境自此成为
北龙湖区域各家房企对标的标杆，引来参观者络绎。

2019年 4月，正商在高品质建设上再推新举措，由正
商集团副总裁、研发设计负责人等组成的数十名首席品质
官、首席客服经理集体上岗，正商集团总规划师王继华成
为集团首席品质官，手持“一把尺子、一把锤子”尚方宝剑，
品质官可以对一切不符合高品质的行为“一票否决”。正
是在这种权责清晰的企业管理机制下，珑湖上境交房前
夕，品质官巡检发现内装饰用的木饰面有轻微色差，虽然质
量完全达标，而且非专业人士也看不出来这种色差，但为了
保证最佳室内装修效果，正商毅然把所有的木饰面全部拆
掉更换，为此仅材料费就多付出5000多万元。

《中庸》有云：“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于正商而言，高
品质既是真材实料、倾情投入的“豪气”，更是精雕细琢、
细致入微的“精致”。今年以来，正商集团推出“精益筑
家”专项行动，正式将“精益、精细、细节、细部”纳入高品
质战略体系，并以“22条军规”的形式对“品质与成本发
生冲突时怎么办？速度与质量不可兼得时，该如何取
舍？交房时间临近但细节还没做好，是将就还是逾期”等
诸多问题予以明确回答，把“细节、细部、精益、精细”的具
体要求贯穿到设计、施工、销售、服务每一个环节中去。
以正商祯瑞上境为例，为了打磨出宋风美学的简约气质，
项目外立面选用跨越5万公里山水而来的巴西世贸白麻
石材，并将单片石材的厚度严格控制在 30毫米，相较普
通石材多出 5毫米，以此获得经久耐用的质感和敦实厚
重的美感，而且经过千淘万漉后，石材仍须经历 12道精
工打磨和“深中浅”实物打样比对，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天
气下实际呈现的色彩与光泽，才能最终上墙铺装，如是精
于毫厘的挑剔，只为让质感完美呈现，真可谓“千淘万漉
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高品质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最好的产品永
远在“下一个”，对于正商而言，高品质建设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从建标用材的大气投入，到美感细节的极尽精
微，正商用执着诠释初心，用匠心定义品质，一步步把高

品质战略推向纵深，让高品质成为
正商最大的实力自信。

天道酬勤、地道酬善、商道酬信、业道酬精。
五年，星光不负赶路人，浸透着热血和汗水的数千

个日夜，沸腾着信念和决心的上百个项目，让高品质成
为正商人的实力自信、文化自信，也为正商未来更好更
快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年辛苦不寻常，如今的
正商枝繁叶茂、成果丰硕、好评如潮、荣誉等身。

且看，与五年前相比，多板块协同、多产业并举的
正商早已实现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今年 3月兴业物
联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交易，正商旗下已
拥有正商实业、美国 GMRE、赞宇科技、兴业物联四
家主板上市公司，成为河南房地产行业中主板上市企
业最多的企业集团，其中，美国GMRE共持有 116家
医院，资产规模超过10亿美元，遍布美国30个州。

且看，五年前点燃的那把高品质的星星之火已呈
燎原之势，如今，正商已累计进入全国 10余城，累计
开发建筑面积3500多万平方米，在全国拥有百余盘，
业主人数 100余万人，并成功实现一线城市（首都北
京）、国家中心城市（郑州、武汉）、副省级城市（青岛）、
地市（海南文昌，山西晋城，河南洛阳、信阳、许昌、新
乡、南阳、商丘、安阳、平顶山、周口、三门峡等）、县域
（新乡市新乡县、卫辉市、辉县市，信阳光山县、淮滨
县，洛阳伊川县，南阳邓州市，平顶山鲁山县，安阳滑
县，三门峡卢氏县等）、镇级市场（新乡县古固寨镇）六
级市场联动。正商人五代同心，六级市场联动，在中
原城市化进程大舞台上书写正商的锦绣华章。

且看，那一个又一个闪光的荣耀是对正商“行正
道，结正果”的最大认可。今年9月 10日，在由全国工
商联发布的“20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中，正
商集团入选“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位列第 246名，
并荣获“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在上榜的河南
本土房企中均排名第一，与去年相比排名有了新的提
升，取得了“双突破”，也是正商集团连续四次入选“中
国民营企业500强”，在河南房地产行业中尚属唯一；
今年10月 26日，2020河南民营企业100强发布的五
项榜单中，正商集团分别荣获 2020 河南民营企业
100强榜单位居第6名、河南房地产行业第1名，2020
河南民营企业现代服务业 100强榜单位居第 2名、河
南房地产行业第 1名，2020 河南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100强榜单位居第7名。

且看，那来自业界的好评盛赞、有口皆碑是对正
商执着于高品质的最高褒奖。一位参观了正商项目
的武汉记者惊叹：正商对高品质不吝重金投入，上境
系作品即使放到一线城市，放到武汉，都是上乘之作；
一位郑州地产行业资深媒体人评价：高品质战略的践
行，让华丽转身的正商成为郑州房地产的一个样本、
一种现象级的存在；一位正商善水上境业主感概：住
在正商，总有意外的惊喜，总能让我们收获感动……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高品质，既是正商立
身兴企的“初心”，又是报晖中原的真心，更是百折未
悔的“恒心”。如今，历经五年高品质战略砥砺而动能
愈发澎湃的正商，道路越走越宽广、朋友圈越来越大，
在黄河国家战略风潮涌动、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风
鹏正举的当下，手中有钱、脚下有地、心中有梦的自信
正商，正以信念作帆、以奋斗划桨，朝着千亿正商的目
标，向着星辰大海、“诗和远方”的未来，乘风破浪、逐
梦远航！

刘文良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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