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房地产商会举行 2020 年房地产行业新春年会

凝心聚力促发展 砥砺奋进建家园
本报讯（记者 郭征）1 月 10 日，

南阳市房地产商会 2020 年房地产行
业新春年会举行。 市工商联、 市住建
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人防办、市
房管中心、 市民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
责人到会祝贺。来自房地产行业 50 余
家企业的董事长、负责人和企业代表，
以及新闻媒体代表共 80 余人参加了
会议。 市房地产商会会长毕竟在大会
上发言，商会副会长、南阳诚发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海诚作为行业
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商会秘书长于杭
主持会议并致辞。

会上，毕竟宣读了《南阳市房地产
商会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从贯彻落实
理想信念实践活动、积极参与行业重大
活动、加强与职能部门联系、积极为政
府建言献策、努力减轻企业负担、发挥
商会职能优势、 优化行业发展环境、利
用信息平台宣传相关政策法规、热心公
益、积极参加精准扶贫及服务行业健康
发展等多方面回顾和总结了我市房地
产商会近两年来的主要工作。

参会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
充分肯定了南阳市房地产商会近年来
的工作， 和全市房地产行业发展取得
的成绩。 同时，分别强调，广大地产界
同仁要在房地产商会的带领下， 团结
一心，携手共进，认真贯彻党委、政府
的决策，严格落实有关调控政策，坚持
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巩固房地产市场
专项整治成果， 以助力建设大城市为
己任，服务居民需求，助推城市发展，
努力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以人为本的物
业服务， 实实在在带给广大业主幸福
感和获得感， 为把我市早日建成有重
要影响力和较强吸纳积聚能力的大城
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房地产行业
近年来在南阳新城区建设、 满足广大
居民住房需求、 积极缴纳税收等方面
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不俗业绩。在
新的一年里，商会要加强领导，突出政
治引领， 统一思想， 确保商会健康发
展； 要加强服务意识， 完善商会与政
府、企业、会员之间的沟通平台，积极
反映和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助推行业发展；
要守法诚信，加强自律，勇于担当，积
极参加公益活动和精准扶贫工作，树
立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 13 6

建好沟通平台 发挥服务职能
———《南阳市房地产商会工作报告》摘要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
新。我们已告别了硕果累累
的 2019 年， 迎来了更加充
满希望的 2020 年。 此值新
春佳节到来之际，南阳市房
地产商会向长期以来关心
和支持南阳房地产行业发
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和
企业代表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衷心的感谢！

两年来，市房地产商会
在市委统战部、 市工商联、
市民政局的悉心指导下，在
市住建、自然规划、房管、人
防等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在各位副会长的积极参
与下， 在各会员单位的理
解、帮助和支持下，紧紧围
绕“三个服务”（服务社会、
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发挥

“三个联动”（与政府联动、
与会员企业联动、与社会组
织联动）、助推行业发展”为
整体思路， 明确工作重点，
积极服务会员企业，充分发
挥行业商会的助手和推手
职能，引领房地产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 取得一定的成
绩，商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
响力得到逐步提升。

两年来，商会积极贯彻
落实三届一次会议精神和
秘书处工作规划，既站在企
业的角度反映诉求，又站在
政府的立场考虑大局，还站
在全社会的高度为业主负
责，提意见、报建议，反映呼
声、平纷止争、化解矛盾，发
挥“协调、协力、协作”的社
会职能，主动做好“政府的
帮手、企业的助手、行业的
推手”， 保证了全体会员单
位团结一心、抱团发展。

两年来，商会坚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
建、工商联界组会上的讲话
和 2018 年 11 月 1 日在民
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倡树
行业新风，引导广大非公有
制经济人士充分认识非公
有制经济“三个没有变”、

“四个作用”、“五个重要地
位”，提振发展信心，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积极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做爱国
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
典范。商会秘书长于杭撰写
的《以“亲”“清”政商关系为
引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学习报告，在市纪
委、市工商联组织的大型报
告会上进行了交流，地方主
流媒体也给予了刊登。

在提升商会社会影响
力的同时，我们把加强与政
府职能部门的联系、搭建政
府与会员企业交流的平台、
解决行业实际困难当作本届
工作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在
房地产市场整治规范提高专
项工作中，商会高度关注、站
位全局、 全程参与、 主动作
为、积极配合，主动融入，持
续配合集中整治， 积极向政
府职能部门反映行业心声，
为行业发展勇于建言， 为化
解企业难题积极献策。

商会时刻关注和掌握
行业动态，积极反映企业合
理诉求，保持与企业、政府
多层次的深度沟通，多次参
与并组织召集政企座谈，配

合市委、市政府准确掌握行
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做到政企合力，推动了专项
整治有效进行，以务实有效
的工作服务了行业发展和
专项整治， 持续推动破解
“三难”问题。

两年来，商会和会员企
业充分利用各种契机，在不
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
积极建言献策，解决行业存
在的突出问题。 每年市“两
会”召开期间，行业与会代
表和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就
社会、民生、城市建设和促
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
方面积极提出议案、提案或
建议。

商会是一个讲奉献、讲
付出、不讲回报的志愿者集
体，它一头连着房地产开发
企业， 一头连着政府和社
会。我们充分发挥社会公共
服务职能的新组织角色，当
企业有困难时，我们勇于担
当，积极发声；当企业有诉
求时，我们不分彼此，积极
回应； 当企业有呼声时，我
们多方协调，帮助解决。 同
时，我们坚持“三个一样”：
对待本地企业一样、对待外
来企业一样、对待会员企业
和非会员企业一样，积极协
调他们在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为促进本、外地企
业交流合作，发挥以商招商
作用，搭建桥梁纽带，促成
了一批项目落地开花。

两年来，商会深入企业
调研，了解会员单位发展状
况， 加强与会员单位的联
系， 准确了解行业动态，及
时剖析楼市热点问题，积极

研判行业异动现象。
此外，商会还多次就会

员单位和房地产行业的共
性和个性问题，通过不同渠
道向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市委统战部、工商联等
领导反映，努力履行商会全
心全意为会员单位服务的
宗旨，有关建议也得到政府
相关部门的采纳。这种充分
履职、积极作为、定位准确，
积极发挥社会公共服务职
能的商会姿态，赢得了市领
导的充分肯定。

热心公益、回馈社会是
每个企业和企业家们的责
任和义务。 两年来，商会积
极引导会员企业在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踊跃参与光
彩事业， 积极捐资助学、扶
危济困。各会员单位除在平
时做好回报乡梓、 修路架
桥、帮助贫困大学生等相关
回馈社会的公益事业外，还
在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积极
奉献爱心， 踊跃捐款捐物，
体现出民营企业的风采。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
望， 新的历程承载新的梦
想。 我们真诚吁请会员企
业，凝聚合力，齐心协力，勇
于面对挑战， 敢于知难而
进，善于抓着机遇，要有一
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
气，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环境中， 积极面对市场冲
击， 共同抵御行业风险，共
同争取优惠政策，共同为南
阳市房地产市场平稳、持
续、健康发展而努力，致力
促进市域经济持续向好，以
实际行动助力南阳大城市
建设。

南阳市房地产商会
会长毕竟、秘书长于杭偕全体会员企业

向全市人民恭贺新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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