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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加快收缩房地产板

块、专注主业的山东国企，有些

已经如愿找到接盘的买家。与此

同时，部分全国性房地产企业、

地市房企也借此趁机“补仓”。

高速泰和置业

引入新股东蓝绿双城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就在

上月底，山东高速泰和置业有限

公司(下称“山东高速泰和置业”)

经历了股权变动——— 山东蓝绿双

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山东蓝

绿双城”)成为其引入的新股东。

在今年8月，山东高速泰和置

业17%国有股权曾在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挂牌，转让底价600万元，转

让方为山东高速新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高速泰和置业此次实

施混改也获得了山东高速集团的

批复。

成立于2018年9月的山东高速

泰和置业，注册地在泰安市黄前

镇通泰大街1号，注册资本1800万

元，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前，山东

高速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6%股权，山东泰山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则持股34%。

截至评估基准日今年2月29

日，山东高速泰和置业资产总额为

10065 . 25万元，负债总额8263 . 41万

元，所有者权益1801 . 84万元；今年

前两个月，其营业收入8 . 72万元，利

润总额2 . 13万元，净利润1 . 81万元。

而截至今年6月30日，山东高

速泰和置业资产总额为10926 . 24万

元，负债总额9121 . 79万元，所有

者权益1 8 0 4 . 4 5万元；今年上半

年，其营业收入61 . 06万元，利润

总额8 . 25万元，净利润7 . 45万元。

从数据看，该公司营业收

入、利润等相对较低，也显示出

其旗下项目处于开发前期阶段。

经济导报记者查阅挂牌公告

获悉，山东高速泰和置业拥有位

于泰安市黄前镇2019-40号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A区出让面

积为12206平方米，B区出让面积为

1217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

宅商务用地，现已达到《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

交地条件。

公开信息显示，去年12月，

山东高速泰和置业以底价5853 . 3万

元摘得了黄前镇的2019-40号地块。

此番，山东高速泰和置业无

疑希望通过引入更为专业的房企

以合作开发项目。如今，上述17%

的股权接盘方身份浮出水面，山

东蓝绿双城正式成为该公司第三

大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蓝绿双城由

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和原绿城行政

总裁曹舟南发起创立，蓝绿双城

在济南与山东铁投合作开发了高

铁城项目。而从接盘方角度看，

此次与山东高速合作，也显现出

蓝绿双城对于拓展山东地区业务

的浓厚兴趣。

接盘方借此拓展

山东业务版图

接手国企股权的除了全国性

房地产企业，还有地方房企。

在本月初，济南一个名为金

伟柏悦府的住宅项目进行了设计

方案公示，其位于汉峪片区凤凰

路以西、旅游路以南，用地面积

22416平方米，为居住用地，规划

了10栋楼。

这个新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山

东金象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山

东金象泰置业”)旗下的济南金伟

置业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原名

是山东将军名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下称“将军名郡”)。

就在今年5月底，将军名郡

100%股权及5 . 99亿元债权正式在北

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底价约

6 . 05亿元，转让方为山东将军三名

置业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

批准了此次股权转让。

将军名郡是将军烟草集团旗

下公司在2017年于济南汉峪片区

所拿土地的项目公司，其当时摘

得的两个地块包括一宗商业商务

用地和一宗约2 . 24万平方米的住宅

地块。

最终，烟建集团旗下地产平

台山东金象泰置业把将军名郡

100%股权收入囊中，将军烟草当

时在汉峪摘得的上述两宗土地也

正式易主。

当时的挂牌信息提到，在标

的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后，标的企

业的名称及在内部办公系统、外

部建筑环境、对外宣传推广和各

项生产经营活动等领域均不得再

使用“将军”“三名”等相关字

号。如今，将军名郡已更名为济

南金伟置业有限公司。

在山东金象泰置业看来，

“该项目的成功获取，是金象泰

置业践行集团走出去战略的重要

一步。”随着其在济南的上述首

个项目开发推进，烟建于济南地

产市场的表现亦有待观察。

此外，今年，奥园集团还通

过接盘中垠地产有限公司 (下称

“中垠地产”)40%股权而落子济

南。中垠地产是兖矿集团的地产

行业平台。

中垠地产 4 0 % 国有股权及

23 . 4885亿元债权此前在山东产权

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底价31 . 3931亿

元。如今，工商信息显示，中垠地产

目前由兖矿集团持股60%，深圳市

奥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0%。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奥园集

团于1996年在广州成立，2007年在

香港上市，已涵盖地产、商业、

科技、健康、文旅、金融、跨境

电商、城市更新等产业板块。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从中

国奥园2020年中期报告看，其在山

东的项目主要分布在青岛。据

悉，奥园在2017年首入青岛。奥园

方面称，中垠地产是奥园集团在

济南区域深耕的重点项目。

除此之外，重汽的房地产板

块今年上半年也迎来新的“东

家”，碧桂园以48亿元摘牌中国

重汽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国有产权及债权转让项目。

此次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重汽聚

焦主业，碧桂园也扩张了其在山

东尤其是济南的业务覆盖。

这些都是大型国企剥离房地

产、聚焦主业的缩影，其对山东国

企有重要意义，对接盘方而言，也

借此开拓了在山东的业务版图。

山东国企收缩房地产业务

蓝绿双城趁机在鲁“补仓”

买期房还是现房？很多购房者在购房时

都遇到过这个问题。而近年来，现房热度也

越来越高，对于购房者而言，宣传材料上只

是承诺，很多业主也是在交房之后才发现

“货不对板”，申诉无门，各种维权情况也

屡见不鲜。很多期房购买的时候价格相对便

宜，但是其风险却也是不容小觑的。

一般而言，楼盘的开发需要一至两年

的时间，甚至更长，市面上以期房销售居

多，少有敢于直接做现房或准现房的项

目。市面上出现的房屋买卖纠纷有很多

种，而现房最吸引购房者的便是把购房风

险降到最低。

作为长清少有的在售现房项目，招商·

雍和府将自身产品的真实面貌展现在购房者

面前，让购房者真实地去感受住宅实际的情

况，周边的配套、交通、环境一目了然，品

质实景可鉴，美好触手可及。

招商·雍和府项目位于长清主城文昌片

区，其繁华便捷与交通不必多言，难得的

是，这是个依山而建的项目，在社区内部就

能近距离地享受玉皇山的生态美景与新鲜空

气。

从正门进入，中轴对称的恢宏大门、轩

敞前庭、休闲后庭、私家合院层层递进，充

满中式礼制的归家路线；分区打造的全龄化

休闲主题空间，让老中青幼不同年龄段的业

主能各有所乐；社区内部规划高绿地率，楼

间距宽阔，低密舒适。

期房和现房各有一定优势，但对于对住

房品质期待较高的购房者来说，仅仅靠售楼

处和样板间呈现的情况去猜想未来的社区，

预期很有可能会在交房一刻即被打碎。

招商·雍和府的户型均为大面宽设计，

纵深较短，空气达到良好的对流，采光极

佳；入门处的玄关预留收纳空间，方便随手

物品的整理，动线合理，功能划分科学，实

现了实用性和舒适度的统一。

为了避免产品宣传与实际上有差异，最

好还要选择现房或准现房，纵观长清楼市，

满足期待的楼盘不多。

招商·雍和府以其地段、配套、品质等

方面的优势，赢得广泛赞誉，购买现房项

目，省去诸多不必要的环节，直接实地考察

现场情况，非常省心、安心，对于追求居住

质量的置业者来说，是相对较好的选择。

招商·雍和府电话：0531-69909999

地址：龙泉街与文昌路交会处南行100

米西侧。 （小岳）

（济建预许2020131号）

实景现房，央企品质
长清这个楼盘不简单……

楼市风标
lou shi feng biao

E

新能泰山拟出售

旗下南京公寓项目

导报讯(记者 韩祖亦)新能

泰山 ( 0 0 0 7 2 0 ) 1 9日晚间公告

称，为加速资金回流，公司所

属全资子公司南京宁华世纪置

业有限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

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位于

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201号的

江山汇A、E地块存货项目，

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值16 . 49

亿元，拟按17 . 80亿元价格进

行挂牌。

资料显示，江山汇A地块

为公寓产品，规划打造一线瞰

江公寓“长江之窗”，规划总

建筑面积为7 . 26万平方米。江

山汇E地块为公寓产品，规划

总建筑面积为8 . 16万平方米。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挂牌

转让完成后，预计可实现利润

约3 . 7亿元。

三季度地价涨幅放缓

导报讯 近日，中国国土

勘测规划院发布的三季度全国

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显示，

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同比增

长1 . 65%，增速较上季度下降

0 . 40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地价同比增速

连续10个季度放缓，综合、商

业服务地价同比增速连续9个

季度放缓，工业地价同比增速

连续4个季度放缓。 (刘新)

“在这个普遍求快的环境下，

总有人不遗余力，孜孜深耕，筑造

生活的大时代。”所谓大城，不在

于体量，在于生活；不在于建筑本

身，而在于规划整体。

即便坐拥稀有湖景，有政策利

好的全面加持，世茂摩天城仍然

在不遗余力地规划各种配套，从

焕新济阳商业模式的世茂52+商业

中心(在建中)，到功能分明、动静

皆宜的景观社区……大城之名，当

之无愧。

社区，就是一个微城市；城

市，也是一个大社区。

这里，能享受到城市的另一面

风景，不是高楼林立，而是澄波湖

景，天高水清，四季澄明。

这里有城市的繁华，规划约5 . 4

万m2世茂52+商业MALL(在建中)，

体量和模式早已跳脱出简单的社区

商业和基础生活需求，提升了城市

生活品质和消费能级，惠及全城。

济阳及整个济南的发展，早已

不是简单的中心辐射模式，而是

多中心，多板块的统筹共进，依

托配套升级的大城模式，世茂摩天

城将土地价值再次提升。好比拿

到 一 块 原 石 ， 需 经 过 相 玉 、 策

划、琢磨……才能最终展现璞玉之

美，这也是大城从拿地、规划到开

发的过程。

对于生活品质的提升，居住空

间的改善仅仅算是第一步。

曾经，一个家庭的成长需求不

过是想要多一间卧室、多一个卫生

间，或者多一间书房。在如今三

居、四居成为主流的市场，这些早

已不再是困扰。相反，人们开始把

目光聚焦在室外的共享空间。

好动的孩子需要足够的空间来

“撒欢”，室内远远不够，所以世

茂摩天城在社区内专门规划儿童

活 动 区 域 ， 选 用 安 全 的 娱 乐 设

施 ， 并 考 虑 到 了 家 长 的 看 护 需

求； 2 0 2 0 年，健康成了主要命

题，因此摩天城在园区内规划了

慢跑道，一边健身一边赏景也是不

错的体验；园区里的阳光大草坪更

是楼下的“诗与远方”，在这里，

园林不再等同于绿化，而是一个适

宜赏景、游玩、运动、家庭聚会的

第二客厅。

暖心的服务不易察觉，又无处

不在。

当你入睡后，安保人员依旧在

巡逻，守护着园区的安全；当你未

醒来，晨曦中窸窸窣窣的身影，是

清扫卫生的环卫工作者……他们将

危险在发生前拒之门外，将隐患在

出现前及时消除，他们普普通通，

如同你我。随叫随到的除了快递小

哥，还有这些社区服务者。

近240万业主和用户、100多座

城市、500多个签约管理项目，背后

是丰富经验，严格标准的模式以及

被印证的服务质量。在世茂摩天

城，服务不是冰冷的流程，技术很

硬核，服务很暖心，全周期陪伴。

曾经，我们向往大房，因为这

意味着更多空间、更多自主权以及

别人艳羡的目光。未来，将属于大

城时代，居所不再是个体，身处商

业、社区、城市、家庭等共同围合

的生态圈内，你我将共享大城带来

的便捷和红利。

世茂摩天城，第二块大城拼图

已经落位，1 . 2期新品面市在即，建

面约103-135m2全明三居、四居，不

负久盼。 （小岳）

（济建预许济阳2019035号、

2018106号）

从大房到大城，你的生活将有哪些变化

((招招商商··雍雍和和府府实实景景图图))

((澄澄波波湖湖实实拍拍图图))

大型国企剥

离房地产、聚焦

主业对山东国企

有重要意义，对

接盘方而言，也

借此开拓了在山

东的业务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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