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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专题

名企大奖提名展示（上）
（排名不分先后）

恒大地产集团(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 3333)是集房地产规划设
计、开发建设、物业管理于一体的国
际化、现代化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
公司于2009 年 11 月 5 日在香港联交
所主板上市，是中国标准化运营的精
品地产领导者。

一直以来，恒大保持稳健经营、
高速发展的态势， 2009 年，恒大全

年实现销售金额 303 亿元，销售面积
564 万平方米。 2010 年上半年，恒
大销售面积 334 万平方米，位列全国
第一；销售金额 210 亿元，位列全国
第二。

恒大地产集团济南置业有限公
司，目前在济南开发项目有恒大绿
洲、恒大名都以及恒大城等系列项
目。

31 年品牌铸建，史萌香港，历
澳门，经大陆各主线城市，国际中海
捷报频传。在迪拜，在印度，中海的
蓝图以宏伟的姿态展耀于世界。开发
足迹遍布 25 座一线城市，奠定中国
房地产第一品牌。以世界500 强企业
成员之势，位列“中国地产业上市公
司综合实力TOP10 ”首位。

2008 年，中海地产以多年蝉联

中国房地产综合开发实力第一名的姿
态，登陆济南。济南中海首个作品中
海·紫御东郡炫世登场，屡屡缔造热
销传奇。 2009 年，中海地产落子奥
体片区，中海·奥龙观邸耀世登场，
更是创造了济南单价最高的别墅巅峰
纪录。 2010 年，济南中海将携九曲
项目再接再厉，三子齐耀，再攀高
峰。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隶属
山东鲁能集团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公司致力于鲁能·领秀城的开发
建设，实施品牌战略，“诚实守信、
领先市场”不断倡导和创建新的居住
文化，以“倡导品位生活”开发理
念，打造精品，回馈社会。历经五年
开发，鲁能·领秀城已完成开发面积

190 余万平米， 7000 余户业主已幸
福入住，项目引进的育秀中学(育英
中学、胜利大街小学领秀城校区)已
正式开学，社区商业全面开街，一座
现代生态型新城区已初具规模，成为
济南市民置业首选，对改善城市居住
环境，加快济南城市建设做出了突出
贡献。

山东道通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及物业
管理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公司，注册
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道通置业依靠着强大的集团优
势、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人力资
源和管理经验，在开发高品质住宅的
同时，兼顾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与
推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通品牌与

道通文化。在企业完善的经营理念和
文化指导下，道通置业所开发的每一
个项目，都以起点高、基础牢固、质
量超越、配套完善著称，赢得了当地
政府和消费者的高度评价，已连续三
年荣获“济南地产十大城市运营
商”、“山东最具社会责任房地产企
业”等荣誉称号！

中铁十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6 日，是中铁
十局集团唯一的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为主、房地产中介代理及咨询服务一
体的企业，具有国家批准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二级资质。

公司成立以来，建设了荣泰住宅
小区“鲁铁 1 号”项目、“鲁铁·花

样年华”项目、正在实施的淄博市临
淄区“东海春城国际公寓”项目、东
营市盛世龙城项目、济南市高新区实
施的中铁·汇展国际项目。

公司母公司中铁十局集团公司，
年产值 300 亿元，具有强大的资金实
力，为房地产开发提供了坚实的资金
支持。

北大资源，源自北大，是方正集团
旗下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运
营和物业经营管理的综合性房地产投
资集团，集团致力于打造健康地产、教
育地产、科技地产、金融地产及商业地
产，探索独具特色的差异化“资源地产”
道路，逐步向具有全方位资源整合能力
及大区域开发能力的城市运营商转型。

2009 年，北大资源凭借资源优
势，进驻济南。并成立山东北大资源
地产有限公司，负责山东域内房地产
的开发与经营。目前在开发的尚品清
河是山东公司开山之作，山东北大资
源地产有限公司在继尚品 . 清河之
后，与济南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深
入参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山东莱钢建设置业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1 月 30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
金5000 万元。后将山东信莱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青岛信莱置业有限公司
重组，重组后的公司名称为莱钢建设
置业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具有房地
产开发二级资质。

按照莱钢集团“大力发展非钢产
业”的发展战略和莱钢建设公司以钢

结构绿色节能住宅建筑体系为技术支
撑，按照“绿色建筑、科技地产”的开发
理念，打造“莱钢建设”钢结构绿色节
能住宅品牌，推动住宅产业化；以管理
创新提高营销策划和项目管理水平，
以技术创新提高研发能力，以经营创
新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培育特色企业
文化，努力把莱钢建设置业公司打造
成为省内一流的房地产企业。

天泰集团成立于 1994 年，是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为主要业务，涉及
旅游休闲、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建
筑设计、文化教育等多个产业的企业
集团，是山东半岛区域最有影响力的
专业地产企业之一。年房地产开发超
过70 万平米，总资产超过25 亿元。

天泰集团是中国较早实施品牌战略的
房地产企业，注册中国第一个建筑商
标 ， 较 早 通 过 1 S O 9 0 0 0 1 和
ISO14001 体系认证的企业， 2003 年
天泰集团进入中国住交会“中国房地
产品牌企业”， 2005 年天泰集团入
选“中国服务业企业500 强”。

青岛海信房地产股份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6 月，致力于中高端住宅的
开发和建设，拥有国家一级开发资
质、甲级设计资质，是山东省综合实
力最强的房地产企业之一。

海信地产已建成近 50 个精品住
宅社区，拥有 12 万名业主，业务遍
及青岛、济南、烟台、潍坊、东营等
省内城市，年开发量逾百万平方米，

近五年 销售额年 均增长率达 到
67% 。连续多年名列省房地产企业
纳税前茅，建设的多个项目获鲁班
奖、广厦奖、詹天佑住宅金奖等国家
荣誉。

十五年来，海信地产秉承海信质
量为本、创新为魂的重要发展理念，
稳健发展，成就了海信地产的特有品
质。

齐鲁置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4
年，下辖分公司有青岛胜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济南胜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山东安和物业有限公司。

公司完成和在建项目有东营胜利
工业园、胜利大厦、齐鲁·骏园、齐鲁·花
园、青岛康馨苑等，累计已完成开发面
积100 多万平米，目前正在章丘开发建
设大型英伦风尚城--齐鲁·涧桥项目。

公司在致力于品质人居的同时，
积极倡导和实践完全精装修，积极提
倡一种“轻装修，重装饰”的精装理念，
引领了地产行业新趋势，奠定了齐鲁
置业品牌在房地产业内的领军地位。

公司多次荣获CIHAF 中国房地
产名企、山东房地产品牌企业、“中国
房地产品牌企业、山东房地产开发企
业综合实力 50 强等称号。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集团是发展了近 10 年并取得辉煌业
绩的房地产业务，是山东省最早上市
的房地产公司之一。

公司在济南“金街”泉城路开发
的天业国际，填补了济南中央核心商
务区写字楼市场的空白。商业巨头恒
隆广场、贵和二期等商业项目的建设
以及解放阁、舜井街的改造，使得泉

城路区域未来价值的提升无可限量。
天业恒基立足济南的同时，

2008 年进军东营，开发 50 万平米的
高档社区——— 盛世龙城，项目位于东
营西城次核心商圈，以独特的地中海
风情景观、成熟的商业及市政配套、
人性化的设计为居住者提供一种休闲
浪漫的生活方式，从而吸引了广大购
房者的热捧。

济南建中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市场开发、工程管理、楼
盘销售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
企业。从成立至今，建中地产通过自强
不息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功
经历体制转变，并保持着快速增长。

公司秉承着“来源于社会，服务于
社会”的企业宗旨，将为客户和市场提

供高性价比的建中产品作为标杆精
神，同时注重股东利益、关怀员工成
长，不断提升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质量。

今后，建中地产将坚持在“团
结、勤勉、承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下，不断向专业化、集团化发展，努
力成为有社会责任担当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

敬天 护地、爱人
山东火炬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四年五月，现为
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企业，注
册资本 1 . 7 亿元，企业资产 30 多亿
元。

火炬集团山东火炬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母公司)、北京火炬创
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多媒体
谷发展管理有限公司、济南火炬置
业有限公司、兖州火炬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曲阜新区火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山东泗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等组成。

山东康桥置业有限公司是集房地
产开发、经营及中介服务为一体的大
型房地产开发商，公司秉承“追求卓
越、服务真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
管理永无止境”的理念，坚持“依法规
经营、创时代精品，树企业精神，求持
续发展”的质量方针，以质量为企业的
生命，以业主满意为企业宗旨，以人
为本，诚信经营，致力于为社会奉献

健康、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
公司先后开发的鲁能康桥住宅项

目、鲁能康桥发展中心工业项目、康
桥·颐东住宅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
销售业绩。目前，公司正在进行大学
科技园康桥·圣菲别墅项目的开发。
公司凭借彰显实力的企业形象和卓越
出众的销售业绩，树立了“康桥置
业”强势地产品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