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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关于本报告关于本报告关于本报告关于本报告    

这是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制度以来，连

续第二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09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

刺激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强劲复苏，实现了宏观经济保八的目标。2009 年，也

是保利地产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里，保利地产紧紧把握行业的发展良机，扎

实经营、和谐成长，创造了公司发展的新高峰。 

十七年的行业波澜壮阔，保利地产始终秉承“务实、创新、规范、卓越”的

经营理念，弘扬“奋发向上、团结协作、乐于奉献、规范诚信、纪律严明”的企

业文化，历经行业起伏，创造了辉煌的企业成就。保利地产深知，成长意味着责

任，责任意味着奉献。作为央企房地产龙头，保利地产始终坚持自身发展和社会

奉献相结合的和谐成长之路，不断思索企业公民的社会使命，认真履行企业公民

的社会责任，努力创造企业公民的社会价值，筑造和谐的中国地产长城。 

1111、、、、报告内容范围报告内容范围报告内容范围报告内容范围    

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和案例均来自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

文件、统计报告及下属公司实际履责情况的汇总和统计。 

本报告的时间范围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了更全面地

披露保利地产社会责任工作的情况，部分信息内容在时间上略有延伸。 

2222、、、、报告的利益相关方报告的利益相关方报告的利益相关方报告的利益相关方    

本报告的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政府、投资者、合作伙伴、员工、客户和社会

公众。保利地产认为，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营造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利友好、合作共赢的关系，致力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努力用发展的成果回报利益相关者，追求公司与社会的和谐进步，是保利地产作

为企业公民所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保利地产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交流，定期披露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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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社会责任报告，建立了公开透明的内外部信息披露和反馈机制。 

二二二二、、、、关于保利地产关于保利地产关于保利地产关于保利地产    

1111、、、、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公司简介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是中国保利集团控股的

大型国有房地产企业，也是中国保利集团房地产业务的主要运作平台，名列国有

房地产企业综合实力榜首，并连续四年蝉联央企房地产品牌价值第一名。 

2002 年保利地产完成股份制改造，开始实施全国化战略布局。2006 年保利

地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市以来连续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公司已完

成以广州、北京、上海为中心，覆盖 22 个城市的全国化战略布局，业务范围包

括房地产开发、建筑设计、工程施工、物业管理、销售代理以及商业会展、酒店

经营等相关行业。 

2009 年，保利地产紧紧把握行业的发展良机，创造了公司业绩的新高峰。

2009 年公司实现房地产签约金额 433.82亿元，同比增长 141.38%，实现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229.87 亿元和 35.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8.11%和 57.19%。

截止 2009 年底，公司总资产已达 898.31亿元，品牌价值达 90.23亿，市场地位

和品牌价值继续提升，房地产龙头地位进一步凸显。 

2222、、、、公司理念和社会责任公司理念和社会责任公司理念和社会责任公司理念和社会责任    

自公司成立伊始，保利地产就将“和谐”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理想

指引，关注企业的社会公民责任，关注房地产的社会价值，关注人本主义、人文

精神与人居理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保利地产提供的不仅仅是产品的建筑与空间，更是生活的元素与境界，而“和

谐”则是对这一追求最好的凝炼。从“和谐”到“和谐生活，自然舒适”，再到

“和者筑善”，“和谐”与公司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融入保利地产的社会责任核心

价值观，指引着保利地产筑善大江南北。 

秉承“和谐”的社会责任理念，保利地产以创造经济效益，维护和谐社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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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以提升企业价值，与利益相关者共赢为己任；以弘扬人文关怀，无私奉献

社会为使命；以倡议环保行动，筑造自然和谐人居为目标，以和为道，以善为达，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筑造和谐中国地产长城。 

对于经济责任，保利地产致力于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效益，通过企业发展提

升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依法缴纳国家财税，积极融入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形象。 

对于利益相关者，保利地产恪守“互惠互助，和谐共赢”的企业准则，致力

于为投资者、银行、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实现共同成长。 

对于社会公益，保利地产以人文关怀精神，义不容辞地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关爱弱势群体，热心公益募捐，参与安居保障工程，弘扬华夏文明，传承中华文

化。 

对于环境保护，保利地产致力于创造自然和居室的和谐共生，营造自然和美

的开发理念，为绿色环境节能减排，积极践行绿色建筑责任。 

三三三三、、、、为经济发展创造效益为经济发展创造效益为经济发展创造效益为经济发展创造效益，，，，守护和谐社会基石守护和谐社会基石守护和谐社会基石守护和谐社会基石    

保利地产秉承“务实、创新、规范、卓越”的经营理念，扎实经营，和谐发

展，始终如一地以创造社会经济效益为根本发展目标，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可持续

发展贡献力量。公司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积极发展，稳健投资；投身城市建设，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履行企业公民的经济责任，守护

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基础。 

1111、、、、以以以以““““诚信诚信诚信诚信””””立本立本立本立本，，，，守法经营守法经营守法经营守法经营，，，，依法依法依法依法纳税纳税纳税纳税    

保利地产以“诚信”立本，从公司创立之初就强调并落实诚信体系的建设，

并在房地产开发与运营中始终以其为指导，这也体现了保利地产作为一家央企房

地产公司所具有的高度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保利地产始终坚持“诚

实守信”的经营原则，将客户利益摆在第一位，坚持诚信体系建设，因而塑造了

“诚信可靠、服务社会”的守法企业公民形象。 

2009 年，保利地产实现纳税总额 46.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2.45%。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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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累计营业收入 466.22亿元，累计上缴国家税收达 95.79亿元，有效履行

了央企的纳税义务和社会责任。 

2009 年 4月，广东省国税局、地税局联合发布了“2008年度广东纳税百强

企业排行榜”，保利地产位列国有房地产企业年度纳税额第一位，为国家和地方

财税收入做出了突出贡献。 

2222、、、、以以以以““““发展发展发展发展””””为主题为主题为主题为主题，，，，稳健投资稳健投资稳健投资稳健投资，，，，提升规模效益提升规模效益提升规模效益提升规模效益    

2009 年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实现保八，离不开投资的强劲拉动，而国内投资

同样离不开房地产投资的重要贡献。房地产行业历来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房地

产投资可以有效带动相关行业的迅速回暖，提升宏观经济活力，夯实经济复苏基

础，是宏观经济强势反弹的中坚力量。 

保利地产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稳健投资，和谐发展，致

力于提升经营水平和投资效益。2009 年，保利地产实现净利润 35.19 亿元，同

比增长 57.19％，竣工面积 37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2.28％。最近 3 年累计房

地产投资额 852亿元，累计竣工面积 833万平方米，实现连续几年投资额的快速

增长和投资效益的显著提升，有效地拉动了社会投资需求。 

3333、、、、负责任的城市拓展先驱负责任的城市拓展先驱负责任的城市拓展先驱负责任的城市拓展先驱，，，，推动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建设推动城市建设，，，，筑善筑善筑善筑善城市形象城市形象城市形象城市形象    

作为央企地产旗舰，多年来保利地产在建设城市地标性建筑和精品住宅、参

与城中村改造、旧城连片建设及重大项目投资、推动城市建设、筑善城市形象、

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04 年，作为城市拓展的排头兵，保利地产积极响应佛山市政府号召，率

先入主广佛交界的千灯湖区域，经过五年来的精心规划和开发，将千灯湖区域建

设成投资环境优越的金融商务区和高端居住区。保利地产用实际行动，敢为人先，

积极进取，秉持城市运营商的社会责任感，致力于城市新规划区的发展，推动城

市建设，提升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造福一方。 

2006 年，保利地产紧随广州国际会展规划的步伐，入主琶洲会展商圈，打

造了总建筑面积超 30 万平方米的保利世界贸易中心，与广交会的主场馆共同营

造了全国首个集展览、写字楼、酒店、购物为一体的会展复合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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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保利地产参与了琶洲村旧城改造项目。未来数年，保利地产将协

助广州市政府竭力把琶洲村打造成以国际商务、信息交流、高新技术研发和旅游

服务为主导，兼具高品质居住生活功能的生态型新城市中心，全面提升广州的会

展产业实力和科研投资环境。在广州，保利地产还先后参与了农林村、杨箕村和

冼村等城中村改造工作。 

作为央企房地产公司，保利地产一直心系城市发展，将自身的开发能力与城

市功能的升级相融合；作为军队文化熏陶下的企业公民，保利地产积极充当城市

发展的开拓者和耕耘者，在协助各地政府推进城市建设发展、提升城市投资环境、

加快城中村整治的进程中始终不遗余力，作出了央企应有的贡献。 

四四四四、、、、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实现和谐实现和谐实现和谐实现和谐共赢目标共赢目标共赢目标共赢目标    

保利地产的成功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离不开投资者和合作银行的信任，

离不开客户的支持，离不开合作伙伴的互惠互利，因此公司在追求自身成长的同

时，始终以引领行业发展为使命，以实现利益和谐共赢为宗旨。 

1111、、、、与股东分享公司高成长与股东分享公司高成长与股东分享公司高成长与股东分享公司高成长    

2009 年，保利地产延续上市以来连续翻番增长的资本市场奇迹，凭借优异

的销售业绩实现了公司经营效益的高速提升，发挥央企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跌宕

起伏的资本市场上稳健高增长。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保利地产市值为 788.42

亿元，是 2006年上市时市值的 10.3倍，持续多年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2009 年，保利地产在资本市场上荣获多项投资价值和成长性荣誉。其中，

在“中国地产金砖奖颁奖盛典”上荣获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地产上市公司”大奖；

首次荣获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价值 TOP10”第一名；首次入

选恒生指数有限公司的恒生 A股行业龙头指数，成为该指数的成份股；荣获证券

时报“2008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百强奖”及“2008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优秀管

理团队第五名”。 

截至 2009 年底，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898.31亿元和 250.88 亿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67.49％和 78.19％，自 2006年上市以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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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4％和 90.54％，展示了保利地产强大的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能力。在资产

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保利地产实现了规模效益的边际增长，为投资者带来了丰

厚的投资回报。2009 年度保利地产提出 3.52亿元的利润分配方案，上市以来累

计利润分配金额将达 15.14 亿元。 

2222、、、、诚实守信诚实守信诚实守信诚实守信，，，，资信优良资信优良资信优良资信优良    

保利地产诚信经营，资产状况良好，在业内有很高的银行信誉和行业口碑，

一直以来都是银行踊跃开展信贷合作关系的对象。2009 年，保利地产新增银行

贷款 173.74 亿元，偿还银行贷款 114.80 亿元，其中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71.66

亿元，累计支付银行利息 13.48 亿元，实现企业和银行间的合作双赢，并被人民

日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评为广东地产资

信 20 强。 

333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保利地产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才理念，

倡导“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的公司文化，为员工营造了和谐健康的成长环境。在

成长技能方面，公司逐渐形成系统完善多元的职业技能培训，在各职能中心组织

开展“烽火传承计划”，固定“入职引导员”制度，从各个方面为员工职业发展

提供动力；在职业发展方面，公司打造公平、良性的职业发展平台，为员工提供

广阔的成长空间；在成长关怀方面，公司除了对员工事业上的关注，倡导对员工

生活关怀，营造企业和谐如家的环境与氛围，培育出高忠诚度和强执行力的员工

队伍；在员工身心健康方面，公司额外为全体员工购买了员工综合医疗福利保险，

为员工的身心健康增添了一份公司的关爱和保障。在员工招聘方面，围绕“和你

成长”的校园招聘品牌，形成一整套针对新员工的培训与成长计划，包括保利营

训练，五四新星培训，烽火传承计划等等，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 

4444、、、、真情奉献客户真情奉献客户真情奉献客户真情奉献客户，，，，创造创造创造创造社区和谐社区和谐社区和谐社区和谐    

“真情奉献客户，创造社区和谐”是保利地产“和谐”社会责任观在物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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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方面的延伸，具有鲜明的保利印记。保利地产尊崇孝敬父母，关爱子女，家庭

和美的家庭观念；倡导亲仁善邻的道德态度，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心态，

营造和暖如家的和谐社区氛围。通过无微不至的服务，保利地产如关爱家人般对

待业主，让保利社区成为业主生活和精神上的和谐家园。 

为营造和谐的宜居社区，创造全面的生活服务，保利地产制定和执行“＝１”

的标准服务，“＋1”的特色服务和“＞1”的增值服务。所谓标准服务，即在保

利物业服务的基础层面，以军旅的严要求、高标准及快速反应制定严谨可行的量

化服务标准，保障社区日常物业服务的品质；所谓特色服务，即形成保利物业服

务的特色优势，强调社区间的情感沟通，提供家人般的细致体贴服务，同时以“情

感集结线”为主要脉络，打造一系列增添家庭亲情、增添邻里沟通、增添和暖氛

围的社区活动。所谓增值服务，是保利物业服务的进一步延伸与强化，将从居者

的实际需求出发，超越客户期望，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及时解决业主及家人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便之处。 

5555、、、、与与与与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互惠互利互惠互利互惠互利互惠互利，，，，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共成长共成长共成长共成长    

保利地产强调和合作伙伴的互惠互利、共同成长。在合作过程中，保利地产

倡导互信互利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公司与欧派、摩恩、科勒等品牌的合作关系

已长达 10 年，以企业的互惠互利为共同成长的基石。保利地产开展集团化采购

以来，先后与多家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其中包括日立电梯、蒂森电梯、

约克空调、三菱空调、欧派橱柜、TOTO 洁具等，以共同成长为关系营造理想目

标。 

五五五五、、、、为社会公益无私奉献为社会公益无私奉献为社会公益无私奉献为社会公益无私奉献，，，，构筑和谐人文关怀构筑和谐人文关怀构筑和谐人文关怀构筑和谐人文关怀    

随着公司的持续发展和影响力提升，保利地产深知，成长意味着责任，责任

意味着奉献。保利地产始终以奉献社会，关爱民生为己任，参与安居保障工程，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高举文化大旗，传承华夏文明；无私奉献公益，弘扬人文关

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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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参与参与参与参与民生工程民生工程民生工程民生工程，，，，让安居梦想靠岸让安居梦想靠岸让安居梦想靠岸让安居梦想靠岸    

为响应中央政府关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号召，让经济困难家庭

实现安居梦想，保利地产 2009 年继续积极参与了限价房和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建

设。 

继 2008年的保利西子湾双限房项目后，2009 年保利地产在北京定福庄区域

开发了北京保利嘉园双限房项目。与其他大部分安居住房工程地段偏远、配套匮

乏、产品素质差所不同，该项目地处北京未来城市副中心，区域配套较成熟。保

利嘉园项目在产品设计上充分体现了保利地产关爱民生，博爱民众的和谐社会责

任观，项目产品全部为 90 平米以下小户型，在较为苛刻的面积限制条件下拒绝

空间浪费，充分满足不同购房者需要。项目高达 75％户型为南北通透或纯南向

户型，这在商品房销售中都不多见。 

保利嘉园项目包括双限房总建筑面积 32.33 万平方米，廉租房总建筑面积

1.87 万平方米，为 4200 户经济困难家庭解决了安居梦想。2009 年 1 月至 4月，

保利嘉园项目销售期间，共成交双限住房 1784套，成交面积逾 15 万平米，达到

北京当期双限住房成交总量的 46.2%，成为贡献北京地区安居保障工程的主力

军。 

2222、、、、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传承传承传承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华夏文明    

保利地产始终铭记央企的责任与使命，根植中国传统文化，高举文化地产大

旗，致力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构筑和谐社会。 

弘扬华夏文明是公司一如既往的文化使命，保利地产号召全社会保护城市文

物古迹及文化遗产，坚持组织开展“保利地产·圆明园国宝兽首巡展”，形成保

利地产经典文化活动，通过全国各地子公司力量，深入了解地区的文化历史，启

动实施“城市文明遗产保护计划”。 

2009 年 4月，“2009 保利春季艺术珍品-宋徽宗及乾隆书画真迹展”在成都

举行，此次艺术珍品展作品规格之高为成都历年之最，包括宋徽宗、清乾隆的珍

贵手迹、以及宋明清年间数十位著名书画大师的珍贵作品等，为成都市民带来文

化与视觉的双重震撼。如果说 2008 年的“保利圆明园国宝展”是一次历史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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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那么本次保利艺术珍品展则是一次对历史巅峰文化艺术的探索之旅。 

2009 年 12 月，作为文化地产的领跑者，“保利之夜——世界钢琴王子朗朗

专场音乐会”拉开帷幕，这是保利地产继“改革开放 30 年交响音乐会”和“圆

明园国宝展”等文化大餐之后奉献的又一大视听盛宴，而“相约朗朗首届和乐大

使选拔赛”更让文化与艺术再次成为保利地产与广大民众沟通的桥梁。 

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人，保利地产充分借助民族文化资源，积极弘

扬中华文化，传承华夏文明，构筑和谐文化社会。 

3333、、、、齐行善举齐行善举齐行善举齐行善举，，，，关爱弱势群体关爱弱势群体关爱弱势群体关爱弱势群体，，，，弘扬民族互助弘扬民族互助弘扬民族互助弘扬民族互助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保利地产一直以来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多行

善举，关怀和扶助弱势群体，对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保利地产总是

全身心地投入到受难地区及群众支援救助行动之中，充分体现了保利地产的人文

关怀精神。 

2009 年 7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

事件，造成当地多人伤亡，多处建筑受损，给当地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害，影响

了当地的正常生活秩序。保利地产积极响应号召，维护民族团结，弘扬民族互助，

向“民族团结互助基金”捐款 400万元，为遭受暴力犯罪袭击的当地人民送去温

暖，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2009 年 12 月，保利地产广州区域员工积极响应“广州慈善日”的政府倡议，

举行大型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近 40万元，用爱心和行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并自发地将每年的这一天作为保利地产群众性、经常性募捐活动日。 

4444、、、、保利保利保利保利地产地产地产地产和基金和基金和基金和基金，，，，承载国家理想和人文关怀承载国家理想和人文关怀承载国家理想和人文关怀承载国家理想和人文关怀    

社会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心怀家国，情系民众，构筑和谐社会，是保

利地产作为央企房地产龙头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基金作为保利地产承载国家

理想与人文关怀的公益平台，公司每年将投入一定比例的善款进入基金中，用以

保护华夏文明、倡导环境保护、关注文化教育及对社会突发事件的慈善扶助等等。 

弘扬华夏文明是保利地产的文化使命，公司将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宣

传活动，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使命感；保利地产将持续关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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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参与建设偏远地区的希望小学，资助优秀的贫困学生，设立高校奖学金，扶

持传统文化教育发展，赞助相关高校历史、考古、文博类学科；将通过企业、社

区身体力行的组织实施如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环保活动，倡导和谐生态的人居

环境；对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等，保利地产将全力投身于受难地区及

群众支援救助行动之中，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5555、、、、稳步增长的社会贡献稳步增长的社会贡献稳步增长的社会贡献稳步增长的社会贡献，，，，赢得赢得赢得赢得赞誉的企业公民赞誉的企业公民赞誉的企业公民赞誉的企业公民    

2009 年，保利地产社会贡献值稳步增长，全年每股社会贡献值为 2.87 元，

在股本比 2008年底扩大 43.5％的情况下仍然同比增长 3.6％，其中基本每股收

益 1.06 元，上缴国家税收 46.20亿元，向员工支付薪酬 4.05 亿元，向银行等债

权人给付借款利息合计 13.48 亿元，对外捐赠合计人民币 440万元。 

2009 年 6 月，在中国地产金砖奖颁奖盛典上，保利地产荣获年度“社会贡

献企业大奖”；2009 年 12 月，在第一财经·企业社会责任榜颁奖盛典上，保利

地产荣获年度“社会责任优秀实践奖”，公司低调务实、规范诚信、专业高效的

行事作风赢得了市场的肯定、合作伙伴的信任和客户的美誉，树立了负责任的央

企形象。 

六六六六、、、、为为为为绿色环境节能减排绿色环境节能减排绿色环境节能减排绿色环境节能减排，，，，营造营造营造营造和谐自然人居和谐自然人居和谐自然人居和谐自然人居    

秉承“和谐”理念，保利地产致力于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居环境，为

绿色环境节能减排，践行绿色建筑责任，实现和谐共生的愿景。 

1111、、、、尊重自然和谐尊重自然和谐尊重自然和谐尊重自然和谐，，，，营造和美开发理念营造和美开发理念营造和美开发理念营造和美开发理念    

保利地产所开发的产品既强调崇尚自然的园林和谐景观，又倡导简洁优美的

建筑和谐理念，在此基础上演变出“自然和美”的和谐产品理念，是保利地产“和

谐”社会责任理念在产品上的完美诠释。“和美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建筑与自

然、人与建筑和谐共生。保利地产尊重大自然的赋予，融合现代人居需求，形成

了自然环境与城市人文充分的沟通，建筑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完美结合。 

保利地产住宅产品在不断追求“自然和美”产品开发旅程中，形成了“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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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享、珍品、康居”四大类型的品牌产品，打造了保利花园、保利百合、保利香

槟、保利十二橡树等成熟项目品牌，为全国 70多个社区超过 20万户家庭提供和

美之家。“自然和美”的产品开发理念同样影响保利地产的商业开发，经过多年

的实践，公司逐渐开发出一系列绿色、生态、智能的现代型商业地产作品。以保

利国际广场为例，在产品设计中保留了面积高达 2万平方米的中心园林，运用领

先的地下通风系统等产品技术，引领了生态办公的设计趋势，同时结合现代简约

的世界级建筑创意，成为现代办公建筑的杰出代表。 

2222、、、、践行绿色建筑责任践行绿色建筑责任践行绿色建筑责任践行绿色建筑责任，，，，打造打造打造打造低碳节能社区低碳节能社区低碳节能社区低碳节能社区    

为应对低碳经济时代的行业发展，践行绿色建筑责任，保利地产投入专项资

金和技术力量进行低碳节能建筑的研发，并以实际项目为实践平台。2009 年，

保利·麓谷林语荣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与低能耗建筑‘双百’示范工

程”称号，同时成为长沙市首个由政府授牌的绿色建筑试点项目。保利地产对长

沙麓谷林语项目进行重点跟踪，对节能措施的运用情况建立评价体系，研究在控

制成本的前提下推行低碳节能社区的做法。另外，保利地产还积极与新加坡 DP

设计公司及深圳建科院合作，将位于广州科学城的保利地产总部基地项目打造成

国家最高等级的绿色节能建筑。 

绿色建筑带给人们的是舒适、宜居、环保、和谐的居住环境，这与保利地产

“自然和美”的产品理念不谋而合。保利地产多年来所开发的一系列住宅项目，

都最大限度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

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产品。 

七七七七、、、、关于关于关于关于未来未来未来未来    

从公司成立伊始的“和谐”企业理念，到“回报社会，传承文化，服务生活”

的实际行动，十七年来，保利地产致力于创造社会、自然、人文交融的和谐生活，

将“和谐”理念始终贯彻于企业发展、社会贡献、人文关爱、环境保护等过程中，

传递和谐的社会责任观。 

对于“和谐”理念，保利地产认为，和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髓，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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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致力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人实现居住理想，为建筑赋予绿色使命。保利

地产脱胎于军队，保家卫国、乐土安居，没有人比军人更懂得和平、和谐的珍贵

美好。可以说，和谐是保利地产对家国情怀的自然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充分体现了保利地产的军队血统和央企责任，一直以来，保利地产奉行“回报社

会、传承文化、服务生活”的和谐社会责任观，以国家和谐发展、社会大和至乐

为企业理想。 

展望未来，保利地产从“和谐”走向“和者筑善”，诠释着一脉相承的社会

责任理念。保利地产始终以“和”为核心理念，坚持植根传统，以和为道。作为

房地产企业，保利地产以“筑”立业，追求卓越，不断创造与构筑理想生活与丰

美人生。筑“善”大江南北，传达保利地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理想。“和者筑善”

意喻“和谐创造美好”，既体现了保利地产“以和为道”的文化底蕴，又传递了

“以善为达”的价值准则。 

如果说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更多的是回顾和总结，那么第二份社会责任报告

更多的意味着我们的思考和提升。未来，保利地产还将持续致力于企业发展，承

担更多的社会经济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致力于打造更加良好的利益

相关者关系，实现和谐互利的共同成长；致力于更加全方位的社会人文关怀，持

续关注弱势群体，积极推动社会文化进步；致力于产品研发的“三色系优建”计

划，推动绿色节能环保、产品精细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我们深知，伴随着企业，

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我们任重而道远，保利地产将会以更加负责的形象去追

求卓越，共创和谐，共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