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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

领域、聚焦主业的关键阶段，老

牌国企山东钢铁集团 (下称“山

钢”)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显得尤其

引人关注。

15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

出一则房地产公司转让公告 ,山东

莱钢建设有限公司(下称“莱钢建

设”)公开转让其所持有的咸阳丽

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咸

阳丽莱房地产”)40%国有股权。

梳理相关信息不难发现，莱

钢建设已在逐步剥离房地产相关

产业，其旗下的绿建施工板块也在

推进混改。近期有消息称，山东本

土企业东海集团在洽购莱钢绿建，

有望成为后者的第一大股东。

莱钢建设是山钢旗下公司，

而山钢自身退出房地产的步伐也

已提速。山东钢铁集团房地产有

限公司(下称“山钢地产”)的“混改”

又进一步——— 山钢地产63 . 8452%国

有股权近日正式在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预披露，山钢集团退出房地

产的消息也再度“坐实”。

欲出清咸阳丽莱

房地产股权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山东

莱钢建设有限公司近日通过山东

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咸阳丽莱

房地产40%国有股权，转让底价

3821 . 81万元。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咸阳

丽莱房地产成立于2004年4月，注册

地在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宝泉路3

号丽彩广场，注册资本5000万元，陕

西丽彩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0%的股权，莱钢建设持股40%。

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彼时

在房地产领域高歌猛进的地方国

企，纷纷将业务范围拓展至了省

外市场。

挂牌公告披露的咸阳丽莱房

地产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

月30日评估基准日的审计报告显

示，该公司资产总额约23 . 8亿元，

负债总额约25 . 8亿元，所有者权益

约为-1 . 997亿元；去年前11个月，

营业收入约10 . 94亿元，净利润为-

3255 . 73万元。

挂牌公告显示，莱芜钢铁集

团批复了关于咸阳丽莱房地产40%

国有产权处置方案。

莱钢绿建施工板块混改

除了欲出清咸阳丽莱房地产

的股权，莱钢建设近期还在推进

旗下莱钢绿建的混改。

就在本月10日，东海集团官

网发布的一则消息称，该集团

“赴莱钢集团洽谈收购，有望成

为莱钢绿建第一大股东。”

上述消息称，东海集团相关

负责人日前赴莱钢集团考察交

流，就其绿建施工板块混改事宜

进行深入对接交流，“双方就下

步加强战略合作、推进混改工作

等事项达成深度共识，东海集团有

望成为莱钢绿建第一大股东。”

从这则消息透露的信息看，

莱钢集团正进一步聚焦主业，加

快转型发展，有序推进莱钢绿建

施工板块混改工作。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就在

今年5月，山东莱钢绿建发展有限

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曾在山

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招商，其拟

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引入战略投资

者进行合作。

相关信息显示，莱钢绿建发

展公司注册资本6亿元，是山钢集

团、莱钢集团权属子公司莱钢建

设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在青岛

市崂山区株洲路139号。

对于战投方的条件，其当时

在公告中提到，能够长期合作，

在业务上优势互补；具有产品、

技术和稳固的国内外市场资源的

战略投资者优先考虑。

山钢地产63 . 8452%

股权预挂牌

退出房地产领域，显然是聚

焦主业的重要一环。在此方面，

母公司山钢集团更是在加速剥离

房地产。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近

日，山钢地产63 . 8452%国有股权正

式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预挂牌，

挂牌起止日期为9月30日至11月3

日，转让底价待定。

资料显示，山钢地产成立于

2002年1月，注册地在青岛市崂山区

株洲路139号，注册资本约19 . 36亿

元 ，其 中 山 钢 集 团 持 股 比 例 为

63 . 8452%；莱钢建设持股比例为

36 . 1548%。审计报告显示，2019年

度，山钢地产营业收入约11 . 8亿元，

净利润约1 . 0 5亿元，资产总额约

151 . 65亿元，负债总额约131 . 27亿

元，所有者权益约20 . 38亿元。从近

期财务数据看，截至今年8月30日，

山钢地产资产总额约167亿元，负

债总额约145 . 72亿元，所有者权益

约21 . 29亿元，今年前8月营业收入

约1 . 02亿元，净利润约9052 . 06万元。

从财务状况看，其目前保持

正常营业情况。此前的信息显

示，山钢地产开发项目主要集中

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在泰

安、滨州、温州、太原等地也有

少量开发项目。正在开发项目19

个，开发面积280多万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山钢地

产仅挂出了山东钢铁集团持有的

63 . 8452%股权，另外36 . 1548%股权

由莱钢建设持有，不过上述挂牌

公告披露，根据山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本次转让涉

及标的企业100%股权转让。依此

看，莱钢建设所持山钢地产的股

权未来可能也存在变数。

“双节”黄金假期，大家的

打开方式或许各不相同。有人热

衷于旅游打卡赏奇山异水与繁

花，也有人忙着在难得的黄金周

楼市狂欢下，到自己心仪的楼盘

现场寻求心目中的好房。

在过去的国庆8天假期里，

中骏·柏景湾火力全开，不仅成

功举办了有趣好玩的传统博饼活

动，在房源销售方面，也交出了

一份不俗的答卷。

国庆期间，众多新老客户纷

纷到访咨询。每天从全城各地赶

来购房的客户往来不绝。沙盘

前、样板房里、洽谈区内……目

之所及均是热情高涨的购房人

群。

如此人潮涌动之势，足以彰

显中骏·柏景湾的市场热度和品

牌魅力。

短短8天，累计劲销40套，千

万级销售金额。这样的亮眼成绩

并非偶然，自中骏·柏景湾面世

以来，始终引领热潮，这样的

“网红级”现象背后究竟藏着什

么秘密？值得我们深究一番。

片区热势，规划利好。项目

占据济南章丘新区大热片区———

绣源河片区，新山东大学规划

建设利好，立体交通网建设落

地，500亿文旅大配套规划，乘

着新基建春风 区域置业热度再

掀新高。

大美湖景，森林氧吧。被

联合国授予“全球低碳生态景

区 ” 的 绣 源 河 景 区 就 在 家 门

口，视线穿过方正横厅至阔景

阳台，与自然鲜氧拥抱，直面

风光旖旎的美丽河景，尽享倚

河而居的乐趣。

低密墅区，从容生活。住区

容积率仅1 . 2，真正的低密住区，

尽享居住舒适度，诠释品质生

活，高达约35%的绿化率，生活

被鲜氧包围，浓密花草树木释放

负氧离子，设置老年活动区、娱

乐区、儿童活动区等，人均拥有

更多公共设施，无需等待，尽情

呼吸清新空气同时，随时随地健

身运动

精工品质，难得现房。区别

于市场是7-10层的“洋房小高”，

柏景湾的洋房是真正的 6层洋

房，在建筑质量上，也是秉承中

骏一贯的精工建筑标准，地下桩

基18-24米，超过建筑楼体高度；

小高层地下桩基150根/栋，其密

度媲美30层以上的高层住宅。

社区内别墅、洋房、小高层

均已交付，省下等待的时间与风

险，公园墅区实景现房，今年买

今年住，即刻搬新居，安享幸福

生活。另有地下车位和储藏室在

售，幸福生活一步到位。

实用户型，全家欢乐。南向

超宽景阳台设计，两厅房型，休

憩区与生活区动静分区互不干

扰，餐客厅一体，空间开阔。科

学设计L型厨房，满足多人同时

操作，主卧私密尊享独立卫生

间，合理的空间设计，分区动静

协调，三室/四室成长型户型，

满足三代日常生活空间，全家尽

享欢乐。

中骏·柏景湾，建面约100-

135m2品质三/四居，新山大旁·绣

源河畔·墅区现房，即买即住，

VIPline：0531-88177777。（小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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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热销：人头攒动，屡屡成交
这个楼盘凭什么备受青睐？

楼市风标
lou shi feng biao

E

房企拿地热情降低

导报讯 受房企降负债、

调控政策收紧影响，房企拿地

热情有所下降，土地市场降温。

机构数据显示，10月5日-

11日，40个主要城市土地成交

量环比下降71%，成交金额环

比下降83%。31家受监测房企9

月新增土储总建筑面积环比下

降10%，新增成交金额环比下

降1%。

同期40个主要城市住宅用

地成交13宗，较前一周减少57

宗；成交面积90万平方米，较

前一周减少420万平方米；成

交金额84亿元，较前一周减少

634亿元。9月土地市场成交溢

价率较8月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

至15 . 2%，创4月以来新低。土

地流拍率为9 . 3%，较8月增加

3 . 2个百分点，流拍地块主要

集中在中小城市。 (刘方)

2020年，注定是会被载入

地产营销史册的一年。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持续

变化，外部红利减少，国内多

个城市陆续收紧调控政策，让

刚刚升温的房地产市场再度

“哑火”。当“房住不炒”的

基调不断被实践和检验，也意

味着房企借助高杠杆进行扩张

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

行业增长逻辑发生变化之

际，房企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面

临着多个维度的考验。那些产

品力强、渠道精准、营销进

阶、主动拥抱变化的房企无疑

会跑得更远、更稳。

红海之战 谁能逆风新生？

当下的房企局势，可谓

“红海求生”，不少房企整体

供货和销售节奏后移，业绩完

成情况也不甚乐观。克而瑞数

据显示，2020年1-9月，百强房

企操盘销售规模同比增长仅

9 . 2%；近三成房企目标完成率

不足65%，整体表现远不如2017

年、2018年同期。

然而在市场承压之下，仍

有个别房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实现了有品质的

高速增长。2020年前9个月，世茂

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额2012 . 2亿

元，同比增长16%。销售额维持

在两位数的增速，成为TOP10

房企排位赛中的佼佼者。

世茂究竟有何秘籍，来实

践自己的逆势突围呢？

突围秘籍1：从用户需求

出发，回归产品本身

世茂集团助理总裁、营销

管理中心负责人邵亮认为：

“产品是一家房企在消费者市

场中立足的根本，打造和提升

产品力，是世茂在行业中立足

并跻身领跑阵营的关键。”

从2016年开始，世茂陆续

推出龙胤系、天誉系、国风

系、璀璨系、云系、雅系等全

生命周期产品线。不断强化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核 心 竞 争 优

势，将用户的体验放在第一

中心位，让产品质量与经营目

标牢牢挂钩。

而今，世茂正迎来产品价

值的加速兑现期。如璀璨系作

为具有行业引领性的改善产品

线，在全国多地持续热销，受

用户热捧。9月12日，璀璨瓯

江二期加推，实现99 . 7%的开

盘当日去化率，热势难挡。随

着北京世茂天誉、肇庆世茂滨

江壹号等重磅项目的入市在

即，世茂必将保持其产品的高

认可度。

突围秘籍2：智慧化营销

渠道发力，私域流量精准变现

基于优质的产品基石，世

茂借力自身深厚的管理经验及

逻辑，紧跟数字化发展浪潮，

对营销全链条进行智慧化重

塑，通过为案场提供智慧解决

方案，实现了营销管理运营的

降本增效和服务增值，为业绩

提升再添一剂强心针。

和传统营销管理相比，世

茂智慧化解决方案从营销全流

程出发，在实现客户管理、智

能案场和销售管理三大模块功

能的同时，串联起来电、来

访、接待、成交及客户分析等

全过程。利用智慧赋能，真正

实现了对传统案场管理、传统

营销执行的整合革新。

简而言之，就是“事后管

理”到“管理前置”的全面转

化。通过将“流量”与服务、

管理融合，销售管理兼具了

“蓄水池”和“聚宝盆”的双

重功效，为精准营销创造出更

多的增值空间，助推世茂的业

绩稳步提升。

突围秘籍3：把握时代机

遇，品牌联动营销造“节”

有了好的产品、好的管

理，好的营销手段才更加彰显

用武之地。

今年以来，世茂与多家优

质品牌联动，精准踩点营销节

奏，奉献了一连串的营销经典

案例。

4月，和腾讯开启“世茂

云端嘻游记”

5月，与红星美凯龙跨界

合作“周年宠粉节”

7-8月，联动数百家优质

商户，打造全国热点IP“仲夏

耶！世集”

9月，联手安居客与“万

茜”乘风破浪“全民挑房节”

10月1日，世茂联袂天猫好

房，以“世茂官方旗舰店”为平

台载体，不断丰富店内展示场

景，打通交易技术壁垒。在提升

购房者体验感的同时，实现线

上+线下全渠道融合发展。

在刚刚结束的十一黄金周

期间，借助阿里平台数以亿计

的流量曝光，世茂官方旗舰店

“开业盛惠·全国联播”活

动，展现了出色的流量转化能

力和变现能力。

世茂此举，也意在提前布

局即将到来的“双十一”流量

市场，为后续业绩的不断释放

奠定了基础。

早在2015年，世茂便率先

启 动 了 地 产 圈 的 “ 双 十

一”——— 世茂摇房节，通过全

国多盘联动促销方式实现了年

末的业绩突围。今年，第六届

世茂摇房节即将开启，届时世

茂诸多优质房源，将亮相天猫

双十一。

从跨界营销到直播卖房，

从明星引流到大咖带货……

作为头部房企的代表，世茂

在 营 销 方 面 的 探 索 从 未 止

步 。 而 随 着 行 业 风 向 的 转

变，产品品质高、渠道更精

准、营销能力强等优势，将成

为世茂穿越行业周期、持续稳

健发展的“原动力”。（小岳）

世茂突围2020，打造精准营销护城河

中中骏骏··柏柏景景湾湾实实景景图图

中中骏骏··柏柏景景湾湾实实景景图图

导报讯 日前，国网山东

电科院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派

技术专家赴聊城金湖220千伏

变电站新建工程，开展具有专

业特色的技术服务活动。

技术人员发扬“能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精神，在3天之内

完成了全部现场检测工作，体

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

技术水平。下一步，该院将认

真贯彻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

“彩虹连心·先锋先行”专项

行动的要求，以实际行动提升

电科院党员服务队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刘爽 张劲)

国网山东电科院：

党员服务队开展
专业技术服务

莱钢集团正进一步聚焦主业，加快转型发

展，有序推进莱钢绿建施工板块混改工作

莱钢房地产的一些项目曾经获建筑质量奖

莱钢建设出清咸阳公司股权 莱钢绿建“热恋”东海集团

山钢地产板块混改“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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