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33

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官方微博：新浪/腾讯@三秦都市报www.sanqin.com

“改革开放40年·推动中国城市进步的力量”全国主流媒体使命鉴证行动（陕西区）展示特辑（下）

优居三秦优居三秦··大美陕西大美陕西
责编：孟琳美编：赵明月组版：田华 刘养林 校检：刘文冬 张冬平

历时两个月，由三秦都市报、三秦网共同发起并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推动中国城市进步的力
量”全国三十家主流媒体鉴证行动陕西区活动最终于12月21日落下帷幕。今日，活动核心部分2018
年中国地产荣誉榜（陕西区）榜单正式揭晓。

近日，由中国主流媒体房地产宣传联
盟、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举办，三秦都市报、
三秦网承办的“优居三秦大美陕西‘改革开
放40年·推动中国城市进步的力量’全国三
十家主流媒体使命鉴证行动陕西区活动获
奖名单发布，全省近百家企业、个人及房地
产开发项目获各类奖项。其中，由汉中市住
管局审核推荐，经活动组委会综合评价、多
方考量与择优筛选，最终，汉中中交、滨江投
资、东龙置业等企业及所开发的品质项目入
围陕西区域获奖榜单（详见今日《三秦都市
报》T2版和三秦网）。

同时，由活动组委会特别设置的推动城
市（镇）发展先进单位、服务房地产行业发展
优秀企业和促进人居品质提升突出贡献者
等3大公益类荣誉奖项中，汉中市房地产行
业协会、城固县房产管理局、勉县保障性住
房管理中心和汉中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汉中市滨江新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5
家单位（企业），以及朱亚文、高晓林、杜立军
3名个人获殊荣。

据悉，本次入围并获奖的企业（单
位）、个人及项目均为通过汉中市在陕西
省首创的诚信考核“红名单”制度或入驻
汉中市的一线品牌房企、本土实力开发企
业及部分区县的代表性房企择优推荐而
来，获奖的集体和个人都是在房产管理、
项目开发等领域深耕多年的“老资格”，他
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或娴熟行业管理、
或具有优良信誉、或开发精品项目，是汉
中市房地产投资与开发、保障房建设和棚
户区改造等人居事业发展的标杆企业（单
位）和先锋人物。

2018年中国地产荣誉榜
（陕西区）榜单今日放榜

汉中多家企业获“改革开放40年·
推动中国城市进步的力量”公益大奖

两个月来，本着助推行业
发展的宗旨，以公开、公平、公
正的方式展开评选，力求推出
符合行业实际情况的影响力获
奖名单。通过客观、公正筛选
审核，依据全年楼市销售排行、
楼盘品质、购房者口碑等因素

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来今天
的这一榜。

此次榜单涵盖最具创新
责任感城市服务商、最具使命
感房地产企业家、宜居中国典
范社区、健康中国生态大盘、
品质中国经典楼盘五大奖

项。奖项竞争几度白热化，总
榜单获得 50万次访问量，单个
奖项最高投票数约十万次。
在真实的市场数据、公平公开
的推选标准之下，数十家房
企、近百个项目激烈筛选后，
最终榜单揭晓。

从榜单上看，2018 年的
西安房地产市场整体趋势
可谓“强者更强”，品牌房
企凭借优秀的市场业绩和
专 业 的 操 盘 水 平 ，仍 在 榜
单中占有不可撼动的主导
地位。

进入2018年，越来越多的开
发商开始向城市运营商、美好生
活服务商等角色转变，经营模式
也从以往单一的拿地开发的发
展逻辑开始转向多元化发展的
其他运营方式。房企争夺的焦
点围绕美好生活方式的需求为
出发点，以成为建造幸福社区的
场景化和深化健全城市配套服

务为发展战略，不断满足人们的
美好生活向往。企业对于品牌
的思考，对于项目的打造，有了
更为成熟、冷静的思考。

今年，各大品牌房企的高端
系列产品纷纷落地，各大TOP级
系列产品陆续登场。保利TOP
尊居系保利·天悦、新城控股
TOP级（樾）系产品新城玺樾骊

府、蓝光雍锦系蓝光·雍锦半岛、
华润TOP级万象高端系“悦府”、
中国金茂旗下TOP级产品金茂
府等精品项目频出，极大地提升
了西安人的居住体验感，引领了
人们生活居住品质的新方向。

在房地产行业，座次轮换、
业绩沉浮、战略调整、创新变革
是常有的事情。房企都在试图

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随着
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
高，房地产行业内容也在变得越
来越丰富。新时代孕育新未来，
也呼唤全新的行业秩序。中国
的房地产行业比任何时候都需
要蜕变与创新。变革无处不在，
探索永不止步！

本报记者 杨颖

聚焦充满力量的这一榜

高端系产品竞相落子助发展

【 】
西安市高陵区建设和住房保障局，细处入手，

真抓实干，积小胜为大胜，圆满完成 2018 年各项工
作指标，向社会多方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考卷。

保重点 促提升 细微之处见真功
高陵区住建局助力区域发展

保重点

2018 年，该局共承担重点建
设项目29项，计划总投资18.52亿
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3项，计划
总投资 4.02 亿元；房地产项目 2
项，计划投资14.5亿元。该局首先
加强“内功”，实行“具体工作责任
到人”等目标考核制，并从加快报
建进度、抓好项目督查检查、多方
筹措建设资金等方面入手，服务于
重点项目建设，目前以超出7个百
分点的成绩，完成了该项工作全年
的目标任务。

促提升

在实施雕塑示范街、亮化示
范街建设及断头路打通工作的同
时，该局目前已完成上林一、二
路、泾渭四路至泾渭十一路等路
段共计 20公里线缆落地工程，东
方红路等7个路段，17.8公里线缆

落地工程也即将完工，将超出全
年计划量20个百分点。共改造的
9 个老旧小区中，4 个（文卫路小
区、南新小区、东粮苑小区、虎岭
小区）已基本完工，其余正在进行
中。完成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
812 套，超出全年省考任务 23 个
百分点。新增廉租住房租金补贴
保障家庭 30户，实际完成新增保
障家庭 39户，完成本年度市考任
务的 130%；筹集和建设公租房
100 套及人才公寓 100 套。修建
公共停车位 847 个，完成年度任
务的169％。

细微之处见真功

据了解，按照《高陵区“四个美
丽”建设实施方案》要求，该局于8月
初全面完成通远街办、火箭村等10
个美丽村庄的规划方案编制。在污
水处理工作方面，该局共处理污水
300多万吨，处理率为83.97%；在建

筑业总量增值方面，实现增速
7.6%。15家建筑企业上报总产值同
比增38.54%，增加值12.81亿元，全
市排名第五。在燃气市场管理方
面，全年制定并下发燃气热力安全
生产检查、隐患整治及安全宣传类
实施方案6个。制定、下发各类检
查通知和转发文件32份。对各天
然气经营单位的加气站、门站设施
设备及全区的液化气储罐站、供应
点开展日常安全检查84次，专项及
重点检查12次，检查企业84家次，
发现隐患100多处，下发隐患整改
单100多份，实现气量输配约7757
万立方米。

在建筑市场管理方面，2018
年，该局在监项目工程 26 项，单
体 105 个，建筑面积 202.4 万平方
米，办理施工许可证 22 个，面积
159.87万平方米；办理建筑节能登
记备案34个，面积84.6万平方米；
建立了 13个农民工业余学校；培
训项目管理人员和义务安全监督

员 214 人；开展质量安全检查 18
次，下发质量安全问题单 83 份，
停工单50份，回复119份，整改率
为90%，处罚10家，金额18万元，
约谈项目15家。治污减霾迎接市
建委专项检查 26次，区级领导带
队检查治污减霾 30余次，局领导
带队检查50余次，夜间检查30余
次，检查覆盖率100%。扬尘专项
组下发治污减霾问题通知单 172
份，下发治污减霾停工通知单
105 份，罚款 27 起，100 万元；83
个项目均已设置“建设工地扬尘
防治包抓监管公示牌”，实行红
黄绿挂牌动态管理，25 家建设工
地安装了扬尘在线监测和视频监
控系统，14家“两类企业”全部安
装了视频监控和扬尘在线监测
等 ；办 结 12345 政 府 热 线 投 诉
1760 起，舆情 112 起、电话投诉
455 起。召开协调会 36 场，物业
承接查验 2宗。围绕消防、电梯、
环境卫生、沙霸、网络信号、是否

按合同履行执行、违规搭建、涉
黑、供热供气、清雪、公共收益、电
力移交等方面对物业住宅小区进
行了9次检查，下发各类整改通知
书 79份，检查率为 100%；成立物
业管理委员会/业委会 110 家（5
家成立业主委员会），物管会/业
委会覆盖率达 44%,提前完成全
年“两率”覆盖目标任务。

针对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销
售行为，该局共下发限期整改通
知书 12 份、行政处罚告知书 12
份，禁止销售通知 17份。截至目
前，共新办商品房预（销）售许可
证41宗，预售延期123宗等。

明年，该局将多渠道筹措资
金，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以治污
减霾、安全生产、质量监督为统
领，加强对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管
理。继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
管，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书
写高陵城建事业的新篇章。

文/图 李萌 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