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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中国房地产界获得巨大成功的

荣盛发展，始终遵循实业报国理想和诚信、

谦和、认真、苦干、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始

终不忘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始终热心

于各项公益事业。这家起于青萍之末，源于

涓涓细流的民营企业，在 21 年的成长历程

中，不忘初心，回馈社会，热衷慈善，践行公

益，已经融入到了荣盛人的骨髓里，成为企

业上下的自觉行动。

在荣盛发展的掌门人耿建明先生看来，

对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良知与

责任永远比金钱更重要！也正是因为这样

的认知，使得荣盛发展逐步将教育、环保、乡

村脱贫与灾害应急作为自己承担社会责任

和投身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并逐步形成了

自觉规范、稳定坚持的优良传统。

心系教育发展 关注国家未来

记者在南京六合采访时了解到，虽然荣

盛发展的总部在廊坊，但在南京六合的发

展，也是蒸蒸日上，不断向前。

一方面，荣盛将众多的房地产项目选址

定在六合，而每一个项目的强势崛起，既是

对当地住房产品的有力丰富和城市面貌的

极大提升，又是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城市和

谐发展的强力引擎；另一方面，荣盛发展也

不忘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断向当地的教

育、慈善机构奉献爱心。据介绍，从2007到

2017 的 10 年间，荣盛发展在南京地区为承

担社会责任和热心公益事业所捐助的善款

额已接近1亿元。

9月的南京六合风景如画，经过一个假

期的玉带学校的孩子们也都已返校。宽敞明

亮的教室间不时传出琅琅读书声。有谁会想

到呢？这所学校环境设施的建设和师生的生

活，一直都是荣盛人心中的牵挂。也就是在

这所学校里，荣盛发展从2013年至今的4年

时间里，除了资助修建校舍，安置计算机等现

代化教育设施外，每年还专门拿出200万元

用来资助1300多名师生的免费午餐。

“我们学校中午的伙食可好了，鸡块、鱼、

肉等都有，四菜一汤，每天都不重样。”在篮球

场上打球的一位学生这样说。“荣盛是一个负

责任的企业，自然也会对尊师重教的事儿格

外关注和关心。我们会始终不忘这家企业对

学校教育的大力支持。”谈到荣盛为了孩子和

未来，为六合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玉带

中心学校校长陈为军先生仍然感慨万分。

2010年捐资1000万元用于雄州西路建

设；2011年一次性向六合慈善协会捐资5000

万元；2014年向六合金陵中学捐资1000万元

用于龙湖分校奖教学金......这一连串的数字

也是对荣盛发展践行社会责任的最好证明。

在石家庄，荣盛人也时刻不忘回馈社会

的企业责任，不仅组织荣盛荣景园社区的居

民赴赞皇县贫困小学为那里的贫困孩子送去

电脑、教具和文具，而且还在去年7月19日大

水之后出资出力帮助平山县一家受灾的小学

进行重建。

大爱无疆，大道无垠。荣盛人的爱心之

旅仍在进行。

置身环保事业 守护家园蓝天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

北方雾霾现象逐步增多，而作为公司总部的

廊坊市也不能幸免。面对城市空气环境每况

愈下的窘境，荣盛人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为改

善环境出把力。“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但我

们可以想方设法改变小环境。”经过深思熟虑

后荣盛发展决定投巨资，购置20辆降尘车，

资助给廊坊的城建部门，用来通过环城水喷

洒降低街尘。

如今，如果你在廊坊的主要街道上徜徉，

你不都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一辆辆印有荣盛

发展LOUGOU的喷水车穿梭而过，巨型的

圆桶冲天而起，硕大的水雾喷向蓝天。“每当

看到这样的场景，都是我们非常自豪的时候，

因为我们为城市的环境改善尽了自己的微薄

之力。”荣盛发展廊坊分公司的领导这样说。

兴办特色小镇 情寄老区脱贫

在石家庄往西80公里处坐落着中国革

命的圣地西柏坡。而就在离西柏坡不远的李

家庄，则是当年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

在全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小康社会的浪潮

中，荣盛发展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负责任的

地产企业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为革命老区

的脱贫致富做出自己的贡献，千方百计拿下

平山县李家庄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就成为公司

上下最为看重的一项工程。

在一片充满红色基因的土地上建设美丽

乡村，荣盛人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和使命的神

圣，他们派出调查队现场勘查，请工程设计规

划的专家出谋划策，与平山县的有关各方进

行协调，最终决定要在此间投资上亿元，建设

充满绿色、环保、文化、旅游基调的特色小镇。

当包括统战部旧址、旅游休闲区、商业

步行街、太行风情商业街、怀旧住宅区、精品

民居、五星酒店、会议中心、康复中心等在内

的宏伟蓝图一经确定，接下来的便是真抓实

干了。

荣盛人知道，做好这一工程不单单是盖

几间房子，铺几条路，治几座山那么简单，关

键的是要通过整个项目的建设，实现对辖区

1390户贫困村民的精准扶贫，让这些人进驻

相关行业就业或者在红色旅游和文化旅游中

获得财富，彻底告别贫穷。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使命，荣盛人真的是

蛮拼的。记者了解到，去年3月28日，荣盛正

式接手李家庄工程，在当年4月，只用20天的

时间就打造了两个农家院酒店；在当年5月，

只用两周的时间就又完成了8个农家院酒店

的建设。

2016年10月，在李家庄的周边，一个总

占地600亩，充分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和岗南

水库优质景观资源的荣盛风情小镇开始建

设。项目分三期开发首期工程的占地就达

24344平方米，而位于李家庄村东的荣盛阿尔

卡迪亚酒店占地则达到了70亩，总建筑面积

约2.56万平方米。

奇迹不只是一个个故事，而是要超越自

己。荣盛人不忘初心，心怀梦想，庄严启

程，奋勇争先，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他

们脚踏实地，不忘使命与担当；他们追赶岁

月，奉献青春与汗水，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为了学校中那些可爱的孩子，为了那片

需要洁净的天空，也为了那些急需摆脱贫困

的人们.....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身边的土地与人民

才是他们创新的源泉，才是他们生命的根！

热心公益事业 勇担社会责任
走进荣盛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记者 赵重磊

11月长安区获证最多
数据显示区域楼市热度不减

根据调查发现，此次发放预售许可

证涉及的12个楼盘中，其中光华里悦公

馆、桃園里、融创裕华壹号高层、磊阳天

府、紫涵樾府、尚宾城、铂宫时代小区均

为首次获证。

其次在预售许可证发放的分布区域

来看，其中石家庄长安区获证最多，共5

个楼盘项目获得预售许可证，分别为光

华里悦公馆（瀚鼎广场）、桃園里（桃园丽

璟城）、紫林湾、紫涵樾府和铂宫时代小

区；对于“长安区获证最多”的现象并不

是偶然，从往年的数据来看，长安区一直

是石家庄楼市的热门区域。

根据燕赵都市报房地产研究中心和

买房网联合统计，2016年全年石家庄共

发放预售证 100 个，涉及项目 51 个。其

中石家庄长安区拿证项目最多，涉及25

个项目。与预售证的发放情况一样，石

家庄长安区也是 2016 年拿地最多的区

域，据统计，2016年，石家庄长安区出让

土地最多，成交面积也最大，实现土地成

交共32宗，总成交面积为2258.90亩，占

总成交面积的43.47%。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几年，由

于污染企业搬迁腾空土地等因素的影

响，长安区热度一直较高，根据目前的

土地成交情况来看，在未来的 5 年石家

庄北部区域还将出现很多新项目，届时

石家庄长安区将会掀起新一轮的‘楼市

开发热’。”

9月份和10份
是预售许可证的发放高峰

“5月份9个预售许可证，6月份29个

预售许可证，7 月份 14 个预售许可证，8

月份15个预售许可证，9月份18个预售

许可证，10 月份 20 个预售许可证……”

根据石家庄行政审批局发布《商品房预

售许可公示（截至2017年11月6日）》文

件显示，2017 年共发放了 97 张预售证，

涉及51个项目。

而 11 月份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发放了13张预售许可证，由此可以

看出，其中 6 月份—10 月份获得预售证

项目最多，而 9 月份和 10 月份为“发放

预售证高峰”，两个月共发放 38个预售

许可证。

同样，根据2016年预售许可证发放

数据来看，其中9月份和10月份也是预

售许可证发放高峰期。2016年石家庄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发放129个预售许

可证，涉及70楼盘项目。“1月份13个，2

月份11个，3月份15个，4月份11个，5月

份7个，6月份13个，7月份10个，8月份9

个，9月份15 个，10 月份13 个，11 月份9

个，12月份2个。”以上为2016年预售许

可证各月份的发放情况。

对于以上数据，有从事房地产数据

统计研究的业内人士表示：“与2017年预

售许可证发放情况相比，2016年预售许

可证发放数据显得比较‘平稳’，并没有

出现2017年的‘起伏波动’情况，但是可

以看出，9 月份和 10 份依然是预售许可

证的发放高峰。”

此外，该业内人士还解释了其中

的原因：“从过往经验看，市场大多会

在 9、10 这两个月迎来一波销售“高

峰”。于开发商而言，“金九银十”也

往往是年底冲刺业绩的最佳节点，所

以大多数开发商也会选择这个时间

段，开发申请预售许可证，从而快速推

盘出货。”

11月份13张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融创裕华壹号：高层获预售证，预售证号：

2017147；

融创中心：8#地，9#地和 14 号地获预售

证，证号2017145和2017146；

保利拉菲公馆朗菲园：东区商铺S1号、S2

号11月新获预售证，预售证号2017143；

磊阳天府：1 号楼获预售证，预售证号

2017724；

桃園里：3 号楼获预售证，预售证号：

2017144；

紫涵樾府：获预售许可证，1号楼和2号楼

获预售证，预售证号：2017150；

尚宾城欢乐颂：10号公寓楼获预售证，预

售证号：2017151；

光华里悦公馆：1 号楼获预售证，预售证

号：2017142；

众美凤凰府商街：S-2商业、S-4商业获预

售证，预售证号：2017014；

紫林湾：24#办公楼,获得预售证，预售证

号：2017149；

荣鼎天下：1#商业办公楼（19层、21层）获

得预售证，证号：2017148；

铂宫时代：1#、2#、4#获得预售证，预售证

号：2017152。

11月份石家庄发放13张预售证
长安区获证最多

近日，燕赵都市报记者从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11月份石家庄市共发放了13张预售许可证，涉及到12个楼盘，

其中包括光华里悦公馆（瀚鼎广场）、桃園里（桃园丽璟城）、紫林湾、紫涵樾府、铂宫时代小区、融创中心（2个预售许可证）、融创裕

华壹号高层、保利拉菲公馆朗菲园、众美凤凰府商街（众美君御华苑）、磊阳天府、荣鼎天下商务大厦、尚宾城欢乐颂。

本报记者 陈红 赵重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