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企大奖提名展示（下）
（排名不分先后）

保利山东置业有限公司隶属于中
国保利集团，是负责山东区域房地产
项目开发与管理的平台公司。秉承
“文化地产，和谐齐鲁”开发理念，
分别在城市东部新区和老城区积极筹
备精品项目。2010 年，伴随着保利·
大名湖荣耀面世、保利·海德公馆隆
重奠基、保利·中心项目正式启动，

保利山东业已形成保利·芙蓉、保利
花园、保利·大名湖、保利·海德公
馆、保利·中心五盘联动发展格局。
同时，以保利·大名湖、保利·海德公
馆为代表的保利豪宅系正式亮相泉
城，承袭保利 17 年豪宅开发精华，
依托地域深厚文脉，不断引领泉城豪
宅发展方向，品牌影响力深入人心。

上海绿地集团是中国综合性地产
领军企业，在 2010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位列第 96 位，在中国服务业企
业 500 强中位列第 36 位，在房地产
类企业中列第1 位。目前，建设项目
已遍及国内 22 省 41 个城市，在建房
地产项目面积超过1800 万平方米。

绿地山东置业有限公司目前在济
南拟建开发面积达800 万平方米，包

括济南第一高楼绿地普利中心、经四
路商圈之央新里·卢浮公馆、腊山南
侧的绿地国际花都、高铁西客站的站
前综合广场绿地缤纷城和绿地滨河国
际城，绿地集团将始终坚持“和谐绿
地，共建共享”的企业理念，致力于
成为中国综合性品质地产的领跑者，
向世界500 强企业迈进。

济南海尔绿城置业有限公司是由
海尔集团和绿城房地产集团共同投资
组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海尔集团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
制造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海尔在
全球 30 多个国家建立本土化的设计
中心、制造基地和贸易公司，全球员
工总数超过5 万人，已发展成为大规
模的跨国企业集团。

绿城集团成立于 1995 年，总部
设在浙江省杭州市。 2006 年 7 月 13
日 ， 绿 城 中 国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HK.3900)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具有国家一级开发资质，房产开发足
迹遍及全国40 多个城市。 2010 年，
绿城总品牌价值达 80 . 08 亿元，在
混合所有制房地产企业中排名第二。

南益地产以专业化运作模式，实
现连续跨越式发展，开发版图遍及泉
州、厦门、济南、武汉、长春、天
津、南昌、淄博、东莞、汕头、哈尔
滨、重庆、达州等 10 多个国内重点
城市，形成全国性战略布局。

南益地产一直坚持以“追求卓越
品质、打造优质品牌”为经营理念，
“精细、关爱、品味”为品牌核心价

值。修身报国、情系桑梓。南益地产
一直秉承“良心、责任心、社会公德
心”为企业价值观，积极投身公益事
业和教育事业。

南益地产以国际化视野，全面实
施精品战略，以严格的质量标准，在
国内多个城市为客户打造高品质人居
生活，并致力于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具
影响力房地产企业之典范。

济南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国家一级资质房地产企业，创建于
2001 年 9 月，注册资金 1 亿元，开发
建设阳光100 国际新城。

阳光 100 国际新城总占地 1500
亩，规划建筑面积178 万m2，规划有一
处托儿所、两处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
九年制中小学，将建成集住宅、购物、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国际社区。
现阳光 100 四期准现房发售中，

五期即将公开。阳光 100 四期商业项
目美乐汇现火爆招商中，世界 500 强
排名首位的沃尔玛、法国雅高酒店管
理集团、新世纪电影城已经入驻。社区
内的会所、小学、幼儿园完善配套，为
人们提供便利生活。

1979 年，华强集团成为中国企
业市场化改革的首批尝试者。 1998
年，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在华强北开
业，直接促成了华强北全国最大的电
子元器件及产品交易中心的地位。在
深圳华强电子世界，专到军工级、大
到通用型的电子元器件，全世界的品
牌都在这里聚集，其交易额一度达到

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 2007 年，华
强集团在国家信息产业部授权并指导
下，开始编制“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
数”，被列入广东省价格指数平台和
工信部经济运行数据采集点。截至
2010 年，华强集团已经连续 24 年进
入中国信息百强企业。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山东省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一家上市公
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10 亿元，下设十
余家子公司，开发项目二十余个，开
发业态涵盖了大型购物广场、商业步
行街、住宅、写字楼、酒店等，现已
形成“鲁商城市广场”、“鲁商花园
住宅”、“鲁商生态别墅”三种产品

系列，是一家专业从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管理的大型房地产综合开发集团
企业。

未来的鲁商置业，将以“全国领
先的房地产综合开发企业”为目标，
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产业资源和强大
的品牌优势，以行业旗舰的风采领帆
新标！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房地产开发公
司成立于 1993 年，由中国重型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是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全民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
公司在“塑造品牌、打造精品、规模
运作、持续发展，创造信得过房地产
开发公司，建筑独具风格的精品工
程”的战略指导下，锐意进取，曾先
后荣获多项省和国家级荣誉称号。未

来，重汽地产将以提升房地产业的综
合竞争能力为核心，以拓展房地产业
的市场空间为重点，在中国多个城市
实现跨区域开发，将房地产业做大做
强，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专业的房地
产综合服务商。另外，重汽地产将一
如将往地积极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承
担起一个“企业公民”应有的社会责
任。

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为山东
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 000506)全资子公司。公司
在房地产开发中坚持专业、规范、诚
信的开发理念，以树立中润品牌为最
高的经营目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良
好赞誉。

山东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先后开发
了中润裕华园、中润富华园、文东裕

华园等高档住宅小区。近期开发的中
润世纪城项目为济南东部的百万平米
国际新城，中润世纪城被国家建设部
和中国房地产协会授予中国房地产行
业最高荣誉“广厦奖”。中润世纪城
二期(中润世纪广场)已经成为济南东
部的国际化商务综合体，成为东部的
商务、商业、金融中心，是济南东部
的地标性建筑群。

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资本为纽带的多元化投资控股企
业，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主要
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投资理财顾问、
金融证券投资与服务、资本运营、新
项目的融投资、房地产开发、干细胞
工程等各类业务。

银丰集团经过 10 年风雨的磨
砺，开拓出一条具有银丰特色的发展

之路。形成鲜明的银丰品格和文化。
以人为本的战略发展成为银丰集团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以诚信、勇
气、创新、和谐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造
就了银丰集团的动力源泉。银丰集团
不仅为银丰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平
台，帮助员工实施个人理想及人生规
划，更为地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是
祥泰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创立于北
京，横跨基础设施、地产、能源、
交通等行业。公司股东长期从事国
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投资，具有强
大资本实力和资本运营能力。祥泰
控股有限公司的管理团队具有良好

的教育背景，具有十几年中央直属
大型国企的工作经验，管理过 10 亿
元以上规模的项目数十项。团队成
员具有良好的行业人脉网络，娴熟
的运作能力正在发挥着强大的作
用。旗下拥有祥泰实业、淮海路桥
等 20 余家控股参股公司。

天鸿地产成立于1983 年， 27 年
潜心砥砺，目前拥有各类全资、控股
子公司及参股企业等百余家成员企
业，并在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国
家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设立了子公
司。天鸿地产以“城市责任运营商”
的自我定位，开发足迹遍布全国，及
澳洲和我国香港地区。至今已成功打

造北京万象新天、万象高尔夫花园、
杭州天鸿君邑、北京瑞辰国际中心、
上海北岸长风、湖州天际等近 50 个
标杆项目，开发规模逾 1000 万平方
米。天鸿地产进驻济南三年，以企业
的力量，在改善小清河片区区域环境
和推动城市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峥嵘业界数十载后，力高集团
现已成为中国房地产业颇具影响力
的行业翘楚。在香港、福建、山
东、河北、江西、安徽、江苏、天
津等地烙下坚实的脚印。

2005 年，力高集团确立了“泛长
三角五年发展战略”，至 2009 年初步
实现了以东部省会城市为主要经营
区域，辐射全国的市场格局；2009 年，

集团确立了“进军一线城市，拓展环
渤海湾市场”的发展战略，成功获取
天津项目并重点布局济南。

2010 年 3 月，力高集团被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房地产协会等
权威机构评选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
业”，标志着力高集团实现“力高(中
国)地产”的品牌建设，实现区域性企
业向全国性房地产企业的转变。

济南鲍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是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出资成立的
专业房地产开发公司。是集市场开
发论证、报批报建、工程管理、楼
盘销售、物业管理于一体的、跨地
域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

公司是山东省和济南市多年
“重合同、守信用”、“承诺销售
放心房”推荐单位。 2010 年是公司

跨越式发展的一年，继 65 万 m2 的
“钢城新苑”一次性开发并交付
后，目前开发的位于解放东路中段
的 27 万 m2 “现代逸城”项目正火
爆热销中。公司以优秀的楼盘品
质、诚实守信的待客原则和快捷人
性化的服务，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
信赖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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