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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进集团：一个企业与一座城市发展脉搏的“同频共振”

“一张张百年沧桑的面庞，一个
个城市变迁的瞬间，记载着桂林这片
土地上人与城市和谐共生的故事。桂
林是我家，我家小变化，见证祖国大
发展……”——— 近日，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桂林兴进集团推出了
“桂林百岁老人图片展”、“沿漓江
公益环保健步走”等一系列公益活
动。这些活动紧扣桂林城市发展的点
滴进程，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深深
的民生情怀。

对于一家地产企业来说，其成长
的经历始终会伴随着一座城市的发展
历程。

因为热爱，所以深耕这片土地，
因为责任，所以更懂得去尊重并融入
这座城市。上世纪 90 年代诞生于桂
林的兴进集团，与桂林城似乎有着一
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从 1997 年
投身旧城改造到如今在桂林运营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勇担职责守护城
市“母亲河”到用大爱惠泽桂林学
子……回首兴进发展的 22 年，它始
终与桂林城市发展的脉搏“同频共
振”，并用创新精神推动着这座城市
的发展与繁荣。

将“民生情怀”融入城市建设
——— 屡担桂林旧城改造重任

从“城市开发商”到“城市运营商”
——— 精筑“品质桂林”升级版

如果说，改造旧城是兴进集团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勇，那么，近几年该集团
在拓展桂林城市版图、参与城市规划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则是其历经沉淀
之后的“实力绽放”。

细数桂林房产 30 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房企的角色也在变化，不单单是
“造楼”，未来城市运营将会取代传统开发，需要城市开发商由以往的仅仅开
发地产、建商住楼为主向城市运营转型。而要做城市运营商，不仅要求开发商
有着强大的综合开发运营能力和雄厚的实力，还要求开发商有着前瞻性的眼
光、独特的创新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兴进集团被称为桂林房地产界的“学院派”，一直以来，在房地产开发过
程中对专业化十分执着，有一种追求完美的情结。兴进集团开发的项目，不仅
以设计取胜，而且对品质有着严苛的要求。多年来，兴进集团对品质的追求有
增无减，开发的项目也越来越高端，逐渐成为了城市品质人居的代言人。近年
来，兴进集团透过自身实力升级城市发展，逐渐完成了从“城市开发商”到
“城市运营商”的蜕变。

2007 年，桂林正式吹响了向西发展的“号角”。临桂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新机遇。 2012 年，桂林市政府提出“发展建设新桂林”的口号。兴进集团以
其敏锐的洞察力和肩负的责任感，积极投身临桂新区的建设中，成为首家进驻
临桂新区的本土品牌开发商。近年来，兴进集团在临桂开发的项目，以卓越的
品质收获了无数赞誉。

2019 年，在临桂区向北发展，构建新城市旅游文化中心板块背景下，兴进
集团秉承城市运营原则，携手新城打造临桂第三城——— 兴进·颐景城。临桂北区
发展起步虽晚，但为顺应临桂大力发展“旅游+”的趋势，临桂北也发挥自身新
文旅板块的优势，肩负起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重任。

此外，今年 4 月，位于七星区新生街的桂林文化旅游中心正式开工奠基。
该项目整体范围 100 亩，总投资 30 亿元。项目整体由兴进集团实力担纲打
造，将建成桂林文化新地标——— 漓江歌剧院、居民安置房、绿地广场、旅游商
业街等多元化的设施。建成后，必将旧貌换新颜，成为桂林城市文化新地标，
全面改善片区人居环境，助推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与时代共脉搏，与城市共兴进”——— 这是兴进集团为自己定下的使命和
责任。扎根桂林 22 年，该集团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的各项战略部署，协调政
府部门出色完成各大项目的安置、履行，立足桂林，放眼世界，为桂林城市打
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居住地标和新名片。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最大的职责是给居民构建福祉，增强人民的幸福
感。于兴进而言，是构筑一种理想生活范本献给城市，唯有站在城市的高度创
作作品，方能超越一座建筑本身的蕴意。”采访中，该集团一位负责人说，未
来，兴进集团将会继续深耕桂林，开启崭新的布局，为“品质桂林”的推进倾
注全力！

城市是人类的智慧创造，是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志，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让城市生
活更美好，是城市建设、发展、治理的价值所在。

桂林历来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建设与山水媲美的城市是桂林人不懈的追求。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桂林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热潮，旧城改造
成为了城市建设中的重点工程。经过几十年的破旧立新，如今的桂林城早已“旧貌换新
颜”，在建设国际旅游胜地的进程中不断前行。

作为一个桂林本土的地产企业，兴进集团对这座城市有着深深的情感。 22 年来，这份
情感化作一份责任，兴进集团始终参与着桂林城市改造和建设进程，见证着桂林城市面貌
的一次次“完美蜕变”。

1997 年，兴进集团成立。当时正是桂林大规模城建的重要时期。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勇气，该集团接手了位于桂林城的核心地带——— 中山路的多个旧城改造项目。由于当时
桂林的基础条件、政策环境等远不如现在，因此，兴进集团怀揣一种对家乡的责任感，以
及深深的“民生情怀”，在困难重重中奋然前行。

22 年来,兴进集团对桂林城区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一直深耕桂林本土，深知
旧城改造的艰辛，兴进集团可以说是桂林最懂旧城改造的房企之一。在不断参与桂林旧城
改造、推动桂林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兴进集团也实现了自身的壮大。

近年来，兴进集团的实力迅速发展壮大，逐渐成长为桂林本土房地产行业的领军者。
可以说，凭借其在桂林房地产行业的口碑与实力，兴进集团完全可以选择走上快速扩张道
路，然而，兴进集团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兴进集团深知城中村对桂林优秀自然环境的影响，原来的福隆园城中村、塔山片区城
中村犹如漓江边上的两颗“毒瘤”，影响了桂林的城市面貌。 2014 年底,兴进集团知难而
上，接手福隆园改造项目。凭借丰富的旧城改造经验，兴进集团扎实推进，以“先安置后
拆”的方法获得政府市民一致好评。原福隆园的居民住进了兴进集团统一规划建设的桂北
风情建筑，曾经环境恶劣的城中村焕然一新，成为漓江畔人人向往的宜居新地。

福隆园城中村的成功改造惊艳了桂林，更鼓舞了每一位兴进人。激动的劲儿还没退
散，兴进集团又迎接了更大的挑战。 2017 年 6 月，兴进集团以 23 . 3 亿元成功拿下塔山片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自此，兴进塔山·漓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正式起航，该项目总规划面
积约 2200 亩，规划区内建设量约 160 万平方米，其中生态绿地约 900 亩，预计总投资 80
亿元，内容涵盖文化、旅游、商业、住宅、产业发展及安居工程等，项目整体将按照“世
界眼光、国际水准、桂林特色、美好新家园”和以“保护漓江、城市创新复兴”进行规划
建设，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极大带动桂林经济增长，促使桂林市区成为全球山水旅游目的
地和漓江游览集散地。

2018 年，兴进集团又承接了备受瞩目的新生街改造工程。该工程是我市推进旧城改
造、建设国际旅游胜地的重大项目之一。在不久的将来，原本破旧沧桑的新生街将被改造
成桂林新的地标建筑——— 桂林市文化旅游中心。目前，该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兴进集团
将再一次以“民生情怀”为桂林的城市建设开启新篇章。

“企业越是发展壮大,越是应当谨记自身的责任。兴进从旧城改造起步，今天，依然冲
在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的前线。未来，兴进依然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用心打造精
品，在担负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领创行业的发展，参与城市的建设。”兴进集团总裁罗
欣如是说。

塔山岛未来规划鸟瞰效果图

塔山现状鸟瞰

漓江生态守护的“先锋”
——— 为“绿色桂林”编织新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作出一系
列重要论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深刻精辟的论述深入人心，
也成为了桂林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宗旨。

今年 6 月 14 日， 2019 广西节能宣传周·低碳日活动启动仪式暨漓江
论坛活动在美丽的桂林拉开大幕。该活动围绕“绿色发展，节能先行”主
题展开，目的是宣传节能环保、绿色生活理念。在此次活动中，由兴进集
团开发的“兴进·塔山岛”项目被授予漓江生态守护先锋奖。

兴进集团此次捧回“漓江生态守护先锋奖”绝非偶然。融入桂林城市
建设的 22 年来，该集团不仅仅把自己当做桂林城的“建设者”，同时也
是“守护者”。兴进人始终把桂林的环境，尤其是漓江的生态保护放在首
要位置，悉心铸就属于每一个桂林人的“最美漓江梦”。而“兴进·塔山
岛”项目正是践行该集团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保护漓江的“典范之
作”。

塔山片区位于漓江边上，是桂林“疏解提升老城”的重点项目。为了
更好地保护桂林的生态环境，保护漓江，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兴进集团
积极响应号召，从拿地开始，就想办法科学改造塔山片区，治理沿岸污染
环境,力争把项目打造成为保护漓江生态的典范。

2016 年初，塔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开工。为保护塔山岛的生
态环境，兴进塔山·漓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从一开始就坚定了鲜明的开
发宗旨——— “发现桂林文化的力量，捍卫漓江生态的秀丽”，倾力打造
“漓江上的人文绿洲”，既彰显桂林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保护漓江、保护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项目的设计上，聘请了多位国际级大师，相互沟通配合，力求在整
体规划和细节设计上都最大限度地秉承生态环保的理念，还原与山水、与
生态共鸣的诗意生活。

在重点的文旅绿地板块，该项目以桂林山水为生态肌理，荟萃千年历
史人文进行精心打造。不仅规划有市民休憩绿地和花海世界，约 7 . 1 公里
漓江岸慢生活系统，让游客市民在其中骑行、散步，徜徉于山水间，还有
祈福广场、星河大道、亲子文化乐园等集绿色生态与文化于一体的创新设
计。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走好永续发展的道路。兴进塔山·漓江
文化旅游度假区在生活污水的处理、表面水体管理上做足了文章。据介
绍，该项目建成后，岛上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全部通过城市管网排放到指
定区域，不集留在岛内。另外，对于雨水的治理(表面水体管理)，该项目
确定了“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即通过科学设计的处理系统，下雨时吸
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从项目启动至今，一系列的行动让人们看到了兴进集团助力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决心。

如今，一座崭新的“漓江上的人文绿洲”正初具雏形；未来，更多的
“绿色之梦”等待着我们去实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独特的自然
风光之美、错落的空间结构之美、多元的功能融合之美、多彩的历史人文
之美将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实现完美的统一。而这项改善人居环境、保护
塔山绿地、提升城市品位、带着民生温度的建设工程，也将承载起众多桂
林人幸福和谐生活的梦想，伴随桂林城走向永续发展的绿色之路。

公益助学共筑桂林学子梦
——— 16 年大爱惠泽桂林学子

今年 6 月，兴进集团向桂林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 100 万元，用于支
持桂林教育事业发展。经过前期的遴选、审核等工作，首批奖学金于 8 月
22 日正式发放。

此次兴进集团百万公益奖学金捐赠活动一是为了“奖优”，奖励
2019 年高中毕业的优秀学生；二是为了“扶困”，帮扶 2019 年高中毕业
的建档立卡优秀贫困生，覆盖桂林 46 所中学，惠及 263 位品学兼优学
子、优秀贫困学子，为优秀学子加油鼓劲，为贫困学子“雪中送炭”。奖
学金的发放，按照品德优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家庭困难、成绩优秀
的标准，通过严格的筛选审查，共遴选出 263 名高考学子获得此次奖励。

——— 这只是兴进集团积极参与教育公益的微小缩影。
“兴进集团扎根桂林 22 年，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桂林市委、

市政府的关心和扶持，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帮助。作为桂林本土成长起来的
企业，兴进集团一直心怀感恩，不忘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为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绵薄的力
量。”——— 这是兴进集团总裁罗欣曾经在公开场合的郑重承诺。

从 2003 年向桂林市慈善教育事业会捐赠第一笔助学金 5 万元起， 16
年来，兴进集团在公益助学方面累计捐赠近 60 笔，超过 2000 万元的慈
善资金用于资助大学贫困新生入学、关爱留守儿童以及通过加入“三元午
餐计划”资助贫困山区的儿童。

为了给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今年以来，兴进集团与桂林市七
星区政府正式签约，共同打造桂林市龙隐教育集团兴进实验小学；为叠彩
实验小学捐资推进该校建设进度；当天又向桂林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
100 万元，奖励 2019 年桂林高考优秀学子和培育优秀学子的老师，助力
完善桂林教育基础设施，助推桂林教育事业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与城
市共兴进”的企业发展理念。

据统计， 16 年来，兴进集团有明确记录的 91 项公益捐助活动中，至
少有 51 项是关于教育助学类方面的，捐助对象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
大学，捐助形式从现金、物资、午餐再到奖学、奖教金等，覆盖大桂林多
所学校。

相关公益数据的挖掘和报道，让更多人看到了兴进集团对桂林教育公
益的拳拳之心。很多市民认为，兴进集团坚持多年的爱心助学将成为桂林
公益事业的企业标杆，体现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不仅响应了政府的政策
号召，还能树立起回馈社会、关心教育的模范形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时光荏苒，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桂林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回首扎根桂林 22 载风雨兼程，兴进集团早
已和桂林这座城市融为一体，它不仅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也将继
续努力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成长。

本报记者张苑（图片由兴进集团提供）

塔山岛实拍图 漓江论坛开幕式

2018 年 2 月福隆园片区改造后漓江郡府项目和村民安置片区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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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进·繁花里效果图福隆园片区改造后的漓江郡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