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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富有爱心的财
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
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
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
——题记

陈志强

杨立新

她，与责任同行，伴梦想起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披荆
斩棘，踏歌而行，终成业界翘楚；
她，诚信为本，仁义为根，在坎坷的奋进中，敢于担当，热
心公益，抒写了人间大爱。
她的名字——“金凯悦”，一个视诚信为黄金的大型实业集
团，十几年来，秉承“执着、诚信、责任”的经营理念，脚踏实
地，勤奋耕耘，用赤诚担当践行了对国家、对顾客、对社会的责
任，用执着梦想给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从 2003 年公司开辟荆榛、筚路蓝缕，发
展到今天拥有 5 家子公司、固定资产价值达 15 亿元、经营范围涵
盖房地产开发、商业贸易、室内装饰装修、文化传播广告、物业
管理、电子工业等大型综合性实业集团；从过去名不见经传的
“小萝卜头”发展到今天誉满三湘的“房产航母”，湖南金凯悦实
业集团一路拼搏奋进，一路砥砺前行。前进的每一步，都是自强
不息的热血故事，都是担当作为的动人诗篇。

红星
美凯龙卖
场一角。

责任与梦想齐飞
责任与梦想齐
飞
——湖南金凯悦实业集团的成长之路
事不避难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么多年
来，湖南金凯悦实业集团一直把“为国家作贡
献、为企业创效益、为社会担责任、为员工谋幸
福”作为企业的宗旨，孜孜以求，一以贯之。
“我原来是隆回县广播电视局的一位中
层干部，从来没想过要发什么大财，当什么企
业家，也是因为一种责任把我逼上‘梁山’。”
湖南金凯悦实业集团董事长袁玉斌坦言。
那是 2003 年，隆回县广播电视局新建办
公大楼 （广电大厦），承建方在建设过程中因
资金问题造成新建办公大楼停滞，结果承建方
撒手不干了。正当广播电视局一筹莫展的时
候，袁玉斌主动请缨，为局里解决其困难。想
尽 一 切 办 法 筹 集 了 1000 余 万 元 ， 把 楼 建 成
了，袁玉斌却亏得一塌糊涂。
怎么办？局领导只好给他 5 亩地作为补
偿，可是“地”变不了钱啊。于是，袁玉斌一
咬牙，决心下海搞房地产开发。由于袁玉斌思
维活络，眼光敏锐，加上做人诚实守信，说到
做到，自此以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跃成
为隆回房地产界的领军人物。
尽管事业如日中天，但袁玉斌也没忘记自
己作为一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企业
家必须有大格局、大情怀，上为政府分忧，下
为百姓解愁，才能行稳致远。
为了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居民购物环境，

该公司在开发锦绣桃源项目时，主动作为，积
营企业 50 强——红星美凯龙入驻凯悦 1 号城市
极招商引进步步高连锁超市。为了满足对方提
广场项目。作为中国家居流通第一品牌，港股
出的入驻条件和要求，湖南金凯悦集团从全县
A 股双上市企业，红星美凯龙的进驻大幅提升
发展大局出发，不惜血本，在规划调整、建筑
了城市形象，促进了隆回商贸经济发展，给居
改 造 、 设 施 完 善 等 方 面 增 加 投 资 逾 5000 万
民带来更多更好的家居购物体验。
元。为了给政府分忧，仅项目拆迁费就付出
为了将红星美凯龙家居超市打造成行业标
7000 万元，同时，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又拖延
杆，公司不惜重金，先后投入了 1 亿多元的资
了一年之久，给公司造成极其被动的局面。加
金。2019 年 5 月，经过一番紧张筹备，在人们
之前期费用的额外超支，挤占了项目开发资
的翘首企盼中，红星美凯龙隆重开业，创造了
金，导致锦绣桃源项目未能及时完工、交房， 近 500 余个就业岗位，实现群众在“家门口”
引发了业主的质疑，给集团公司带来了巨大的
就业。
负面影响，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今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造
“当时，谣言纷飞，四面楚歌，业主上
成企业停工停产、经营商户关门歇业，经济发
访、吵闹轮番上演，搞得大家焦头烂额。”回
展受到重创。面对众多商户的困境，金凯悦集
忆那时的情景，袁玉斌感慨不已。有人戏谑他
团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向旗下商户发出了
说，有些事情本来是政府做的，你去承担干什 “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倡议书，并减免 1 个
么？袁玉斌一笑置之。
月的租金及 3 个月商业物业管理费，同时迅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方努力，湖
速成立商业互助会，帮助商户尽快恢复经
南步步高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步步高连锁超
营，积极与各大银行对接，协调解决企
市如期进驻隆回，成为第一家进驻隆回的上市
业商户的融资问题，充分显示了大企
购物公司，并于 2016 年 12 月实现开业，不仅
业的硬核担当！
创造了 100 余个就业岗位，为市民创造了一个
“患难见真情。金凯悦公司不
舒适愉悦的购物环境，更刷新了隆回的形象。
惜自己承担大笔损失，对我们倾力
为了配合县政府实施“五大战略”
，发展实
帮扶，其精神难能可贵，让我们
体经济，该集团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多次
感到暖心、安心。”经营商户张礼
沟通协调，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成功引进中国民
荣感激地说。

诚信如金
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一条条绿化带姹紫
嫣红，假山池馆、亭台楼阁掩映在一片苍翠之
中……位于资江河畔的隆回凯悦 1 号住宅小区
风景如画。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休闲的
人们迎着习习的河风，在小区前面的文化广场
上或翩翩起舞，或悠然漫步，一幅充满诗意的
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有生之年能够住进这么好的小区，真是
太幸福了。”原隆回县卷烟厂退休职工金大龙
高兴地说。
做企业就是做良心！为了对住户负责，湖南
金凯悦实业集团坚持质量至上、顾客至上，从规
划设计、材料采购、进度督促、质量监管等各个
环节入手，实行严格把关，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匠心打造，把每一个项目都做成精品。先后
成功开发建设了隆回县文体用品一条街、机械配
件城、兽药饲料市场、广电大厦、凯悦名苑、凯
悦新天地、锦绣桃源等项目，开发建筑面积近
70 万平方米。这些遍布县城的项目，都成为了
一道道靓丽的风景和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园，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些老百姓为了买一套房子，几乎倾尽
毕生积蓄，房子质量不抓好，对得起天地良心

为义尽责

引进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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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龙家居生
活馆。

德行天下

吗！”袁玉斌反复告诫全体员工。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一直以来，该
公司严守法律道德底线，不违规、不逾矩。严格
执行国家有关法规政策，依法依规取得项目开发
手续，切实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客户核心利
益为出发点，不哄抬物价，不搞策略倾销，诚实
做事，扎实做人，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无论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在最红火的日
子，公司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把良心装在胸中。
2015 年—2016 年由于企业拓展速度过快，
一些工作没跟上来，引起了十数起客户上访，一
时负面舆论来势汹汹。面对各种压力，公司依然
忍辱负重，全力以赴，做到不逃避、不推卸，勇
于担责，积极主动与客户谈心沟通，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以诚恳和担当换取每一位客户的谅解。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隆回县
城区学生人数剧增，大班超额现象严重。一个
偶然的机会，袁玉斌应约参加了一次学生家长
会，亲身感受到百余人班级里的拥挤逼仄、空
气污浊。“我应该为孩子们和教育做点事情。”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于是，他积极主
动参与城西中学扩建，并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
与城西中学签订了 《土地置换协议》，把紧邻

城西中学已审批规划的一宗地置换给
城西中学用于扩建。同时，慷慨解囊，
捐赠 1000 万元为城西中学修建初中部综
合楼。
同时，发起成立城西学校助学基金的倡
议，湖南金凯悦集团首期注入 20 万元作为基金
启动金，每年捐赠 10 万元存入基金专款账户。
每年，从该基金拿出一部分资金，奖励该校年
级品学兼优学生各一名、优秀教师 10 名、高考
名列全县前十的优秀学生，以及被清华、北大
录取的学生和家庭特困的学生……
今年 5 月 26 日，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一场
捐赠交付仪式在城西学校隆重举行。崭新气派的
教学大楼，绿草如茵的操场……让隆回城西中学
面目一新！
“凯悦楼”的捐建和投入使用将大大
缓解城西学校大班额压力、提升学校办学品位。
“金凯悦集团捐赠‘凯悦楼’、设立‘金凯
悦助学基金’
，彰显了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在
隆回教育发展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县
副县长张胤对袁玉斌的助学义举赞赏有加。
“咱们学校越来越漂亮啦，真感谢金凯悦
公司为我们提供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城西中
学的师生个个笑逐颜开。

捐赠交
付仪式。

情系桑梓

捐赠 1000 万元建设的城西中学教学楼。

(本版图片均由杨立新提供)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
喝着资江水长大的袁玉斌，对生他养他那
方土地有着诚挚深厚的情怀。饮水思源，回报
桑梓，多年来，他一直躬身力行，孜孜不倦。
袁玉斌曾说过一句话，让员工们印象深
刻：“一个人、一个企业的价值，不在于他赚
钱的多少，而在于他为社会作了多少贡献。”
隆回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家乡的贫困落
后，让他牵挂不已。2017 年 10 月，该集团公
司与桃洪镇天龙村开展结对帮扶，并成立扶贫
工作小组，每月驻村联系不少于 4 次。两年
来，袁玉斌亲自带队，进村入户，走访调研
20 次，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
为了科学制订扶贫规划，增强“造血”功

大爱无疆

能，该集团公司数次邀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专
家到现场调研，通过对地理区位、产业结构、
土壤水质等精确分析，经过反复论证，绘就了
天龙村的发展蓝图：以天龙村为基点，推进农
林产品产学研一体化，打造国家级有机农林产
品基地，并将天龙村建设为美丽乡村田园综合
体，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村的生产、生
活、生态为资源，打造农产品与文化娱乐、休
闲度假、艺术创意相结合的产业链条，提升现
代农业的价值与产值，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和旅
游市场。同时以规模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
业和智慧农业为核心，构建现代农业产品体系。
大力推进村里各项事业的发展。捐赠 10
万元安装太阳能路灯，实施亮化工程；关爱留
守老人，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五保户老人及

特困户每年提供 600 元的生活补贴；优先用
工，为村民提供 100 多个就业岗位……
大爱无疆，义薄云天。多年来，公司热心
社会公益事业，发挥企业社会责任，先后为扶
贫、助学等赞助资金达 1500 万余元。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路风雨一路歌。回
望烟波来路，无论是顺风顺水，还是身处逆
境，每一步前行，每一次跨越，湖南金凯悦实
业集团都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矢志不移。
尽管前行的道路坎坷曲折，尽管企业承受
的责任千钧之重，他相信，在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关爱下，金凯悦实业集团一定会勠
力向前，御风而上。
心怀责任，不断超越；梦想不已，展翅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