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越自有时
———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东芬专访

记者：徐总您好，首
先祝贺鲁商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荣获“ 2010 中国房
地产(齐鲁)名企大奖”，
应该说鲁商置业自 2008
年底重组上市以来，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您能否先向我
们介绍一下鲁商置业的现
状？

徐总：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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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山
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
鲁商置业青岛有限公司、
临沂鲁商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银座合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重庆鲁商地产
有限公司、山东鲁商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等十六家附
属公司，现开发项目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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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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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年底，为增强
企业的竞争力，确保公司
长远发展，鲁商置业收购
了 ST 万杰，实现了整体
上市。我们自上市以来，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
进行规范化运营，销售业
绩节节攀升。到 2010 年
初，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 成 功 实 现 “ S T 摘
帽”，公司股票简称变更

为“鲁商置业”。可以
说，重组上市为公司的规
范化管理提供了一个平
台，使公司的发展步入更
健康、更持续、更具规模
效应的快车道。

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六
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荣
获 2010 年中国证券市场
“金凤凰奖”，充分肯定
了鲁商置业自 2008 年底
重组上市以来，在证券市
场上取得的良好成绩。

记者：请问徐总，鲁
商置业在产品开发上，与
其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相
比，有怎样的特点和优势？

徐总：经过多年的发
展，我们重点打造了“鲁
商城市广场”、“鲁商花
园住宅”和“鲁商生态别
墅”三大产品系列。其中
“鲁商城市广场”产品系
列，是指依托山东省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多元化的产
业背景，将“银座”品牌
的大型旗舰店、商业步行
街、写字楼、娱乐餐饮、
星级酒店、高端公寓进行
整合开发，打造地标式商
业综合体。现主要开发济
南鲁商广场、济南鲁商国
奥城、济南银座数码广
场、济南银座晶都国际、
青岛鲁商中心、东营银座
城市广场、泰安银座城市
广场等项目。

“鲁商花园住宅”产
品系列为城市核心居住区

的花园住宅，依托完备的
城市服务配套，秉承地域
人文脉络，融和自然景观
资源，打造城市生活中的
怡居空间。现主要开发济
南鲁商常春藤小区、青岛
四季景园、青岛动感世
代、青岛蓝岸国际、临沂
沂龙湾等项目。

“鲁商生态别墅”产
品系列为城市自然风景区
的高尚居所，倡导与自然
山水的相融相生，将“生
态”理念引入规划开发
中，以富有建筑张力的独
栋、双拼、联排、花园洋
房等高端产品形成独具意
境的低密度高尚社区。现
主要开发北京蓝岸丽舍、
重庆云山原筑、济南鲁商

御龙湾、青岛一山一墅、
临沂凤凰城等项目。

我们始终坚持“专
业、创新、精品、诚信、
共赢”的开发标准，全心
全意打造精品建筑。进入
2010 年，我们又成立了精
装、景观、招商等三个专
业化中心，加强专业人才
配备，以学习行业先进为
基础，深入研究；以细节
改进和提升为着力点，锐
意创新。专业化中心以专
业化视角、专业化思维、
专业化团队进行专业化运
作，促进各业务环节上层
次、上水平，为鲁商置业
各项目增添特点、亮点、
价值增长点，真正打造高
标准、高质量“精品”，
树品牌、赢市场，求生
存、谋发展。

记者：请问徐总，鲁
商置业作为上市公司，在
提升管理、规范运营等方
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徐总：我们将 2010
年 定 位 为 “ 管 理 提 升
年”，总部各部室进一步
明确职责，加强制度建
设，强化计划管理，以信
息化为手段，提高工作效
率，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
平，着力打造守承诺、重
诚信、善用心、肯作为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形象。

鲁商置业以“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为根本目标，以“操作简
易、界面友好、便于反
馈”为技术要求，全面、
积极地向前推进了信息化
建设工作。加强信息化专
题培训，为管理流程的顺
利落地提供保障，真正实
现“规范化、精细化、信
息化”的管理升级。

记者：物业服务也是
业主非常关心的方面，请
问徐总，鲁商物业是如何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的？

徐总：山东鲁商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是鲁商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010 年，鲁商物业
按照既定的工作目标和发
展思路，内建机制、外树
形象，以持续提升物业服

务品质为主要目标，通过
全面预算管理把控项目经
营动态，通过总部架构调
整、建章立制、项目授权
提高整体运营管理水平。
同时推行 ISO9001 体系认
证和服务品质稽核工作，
规范日常管理流程，并积
极与世邦、第一太平等国
际一流物业公司商谈，探
讨深入合作模式。

鲁商物业秉承“品质
物业服务供应商”的企业
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以
服务为己任，以客户满意
为目标，全力打造专业化
物业服务团队，全面提升
鲁商物业品牌价值，努力
将鲁商物业打造成全国一
流物业服务企业。

记者：请问徐总，鲁
商置业企业愿景是什么？
公司准备用哪些措施来实
现自己的企业愿景？

徐总：我们的目标和
愿景是成为“全国领先的
房地产综合开发企业”，
品牌追求是“品质地产供
应商”，实现这一战略目
标的指导思想是：整合资
源、发挥优势、降低成
本、做大做强；强化计划
管理与绩效考核，提升精
细化管理水平；做精品、
做大盘，以已有项目城市
为基础，加大土地获取力
度，实现公司跨越式发
展。战略步骤是“做大、
做精、做强”。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和
目标，我们在提升企业管
理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加
大新项目拓展力度，今年
以来，在加强济南、青
岛、烟台、临沂、泰安、
济宁等省内城市新项目开
发的基础上，加快部署全
国的步伐，为实现公司跨
越发展做好准备，提高山
东房地产企业在全国的影
响力。 11 月 12 日，鲁商
置业通过投标，以 45 . 7
亿元的价格，成功取得哈
尔滨学府路 1 2 7 0 亩土
地，为公司长远健康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徐总，您是如
何看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社会责任的？
徐总：作为一家房地

产企业，首先是把产品做
好，用我们肩上的责任，
打造人们信得过的产品，
把高品质的楼盘奉献给社
会，实现人们的高品质居
住理想，这是我们房地产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
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同
时鲁商置业大力倡导“绿
色低碳，环保节能”，从
建筑的设计到施工的材
料，始终遵循绿色环保、
节能减排的标准与理念，
维护城市环境，降低污染
浪费，最大限度实现企
业、业主和自然环境的和
谐共赢。

另一方面，作为国有
企业，鲁商置业将促进经
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构
建和谐社会视为企业发展
的终极目标。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我们始终关注民
生和社会进步，高度重视
并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坚
持扶贫帮困、捐资助学、
赈灾救危、支持社区建
设，以企业的持续发展推
动社会的和谐进步。多年
来，鲁商置业一直坚持参
与“慈善一日捐”活动，
2007 年为新泰矿难捐款，
2008 年 5 月组织交纳特殊
党费、团费为汶川捐款，
同时组织为汶川灾区“献
血”活动，与灾区人民携
手同心，共同抗灾。 2010
年 4 月，鲁商置业员工响
应号召，奉献爱心，为玉
树地震灾区和西南旱区踊
跃捐款。企业是社会的细
胞，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一
己之力回馈社会，推动社
会发展，共建美好家园。

记者：徐总，非常感
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
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在
与您的对话中，我们深深
感到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雄厚强大的开发实力、
科学严谨的企业理念和恢
宏远大的企业远景，我们
诚挚地祝愿鲁商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蒸蒸日上、不断
发展壮大！

徐总：谢谢。

题记： 2010 年在相对复杂的市场形势下，山东地产强企鲁商置业却没有放慢发展的步伐。多个项目逆市开盘，火
爆销售，特别是青岛鲁商中心开盘 3 小时销售 14 亿，创造了青岛市房地产行业单日销售业绩最高的巅峰纪录。同时鲁
商置业立足省内，部署全国，加快新项目拓展力度，向着“全国领先的综合房地产开发企业”目标稳步前进。

近日记者就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业绩、管理理念、发展战略等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采访了鲁商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东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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