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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弘陽集團有限公司
弘陽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是一家
以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三位一
體的協同發展的多元化、綜合型集團公
司。24年來弘陽集團秉承「在商言人」的核
心價值觀，穩健發展，創新求變。連續八
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 、位列中國房地產
百強、中國商業物業價值40強、中國社區
服務商50強。弘陽集團在戰略定位中逐步
向地產金融投資集團發展，以差異化的投
資策略，多元化的投資模式，推進「做透大
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強中心城」的區域佈
局策略。展望未來，弘陽集團矢志成為行
業領先的城市生活服務品牌。

聯絡我們

截至2020年11月份銷售表現

弘陽地產2020年首十一個月合約銷售金額達人民幣742.5億元，十一
月份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97.48億元

2020年11月份，集團地產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97.48億元；銷售面積為660,513平方
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4,758元

2020年1–11月，集團地產實現累計合約銷售金額為人民幣742.5億元；累計銷售面積為
5,182,496平方米；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4,327元

月度合約銷售表

月度銷售（2019年1月-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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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弘陽廣場開業｜開啟弘陽華南商業新格局

11月21日9點58分，弘陽商業集團商業管理團隊總裁室領導、衡陽區各級政府嘉賓、
各大品牌商戶代表、社會各界嘉賓和業內主流媒體代表等莅臨開幕儀式。

衡陽弘陽廣場作為該區域首個以及唯一的大型「新娛樂新家庭新業態」商業體，展現了
弘陽商業進入3.0發展階段對于城市商業人文的新思考。其重磅亮相，將極大地煥新衡
陽解放路商圈的商業活力，帶來全新的商業體驗和生活方式。

區位，是做商業的先決也是核心條件。百强城市的核心地帶、功能的更新、政策的傾
斜、人口的聚集⋯⋯沒有一個項目不希望包攬這些先天優勢。

這些在衡陽廣場項目上，正體現得越發明顯，據悉，衡陽弘陽廣場處于市中心核心地
段，也恰好位于衡陽市解放路商圈和華新商圈兩大商圈交匯地帶。項目周邊共有8車道
城市交通主幹道，10條公交線路，15分鐘可通達全城，三公里內輻射人口超100萬。

衡陽弘陽廣場的成功開業，極大地填補了衡陽市區大型商業項目的空白，煥新升級片
區消費模式，該項目也是弘陽商業集團重點打造的又是城市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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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集團與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政府、濟南城市建設集團簽署戰略合作
協議

簽約儀式上，朱玉明區長介紹了濟南槐蔭區的發展情況，對三方的合作簽約表示祝賀，
希望濟南城市建設集團與弘陽集團充分發揮各自資源和品牌優勢，開展全方位、深層
次、多元化的戰略合作，推動濟南弘陽廣場（省會文化中心三館二期項目）的儘快落地，
同時，濟南槐蔭區政府也表示將為項目建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以此次合作為契機，濟南城市建設集團與弘陽集團兩大集團强强聯手，不僅拓寬了各
自的發展領域，更是順應文化自信文化繁榮的大趨勢，濟南弘陽廣場勢必將成為「文化
+產業」融合的典範。」濟南城市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史海成在會議上表示。

簽約儀式前，弘陽商業集團總裁沈嘉穎陪同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政府、濟南城市建設集
團領導一行參觀了弘陽集團上海總部，向來賓介紹了弘陽的發展歷程、戰略定位、業
務發展等相關情況。

對于弘陽來說，本次戰略協議的達成具有里程碑意義 — 弘陽進軍山東省省會濟南，將
進一步助力齊魯中心城市的區域布局戰略落地，「做透大江蘇，深耕都市圈，做强中心
城」顯示了弘陽商業强勢布局優化省內商業生態圈的決心！

濟南弘陽廣場具備明顯區位優勢，位于濟南市西客站片區的核心位置，更是濟南西大
門的文化走廊的交匯點，以「文化與城市共生」為理念，定位為打造「城市人文客廳，
文化地標」，建成後的文化中心三館二期將于一期文化藝術中心遙相呼應，共同為區
域發展和當地人民留下永久的文化記憶。

該項目有着不可複製的價值意義，弘陽將站在城市運營商的高度，聚焦城市精神，聚
焦城市人文生活，探索「文化+產業」的商業發展模式，通過功能價值的放大，城市最
美書店與超大IMAX影廳這些具有特色標簽主力店，將不斷營造文化藝術新場景，引領
城市文化生活新方式，助力文化資產的延伸，在藝術中心的平台上，聚合各個版塊功
能效能，一個倡導閱讀、音樂、文化、藝術、思想的文化空間將在濟南這片古老的土
地上應時、應運、應勢而生。

值得期待的是，未來還將通過全年不間斷的展覽和公益教育活動、持續為濟南弘陽廣
場藝術賦能，讓傳統文化和現代藝術以其獨特的魅力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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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陽獲評「2020年房地產企業品牌影響力、優秀產品力榜樣」

11月26日，由和訊主辦的第十八屆財經風雲榜暨第十一屆地產金融創新峰會于北京召
開。弘陽集團獲評「2020年房地產企業品牌影響力榜樣」，弘陽地產集團獲評「2020年
房地產企業優秀產品力榜樣」。

本屆峰會以「高效高質，重啟增長」為主題，旨在引領企業準確把握時局、洞見市場痛
點，凝聚行業力量，走出迷霧迎接新增長。弘陽集團憑借不斷提升的品牌影響力，及
弘陽地產對產品的雕琢，成為行業榜樣。

用心雕琢每一份作品，是弘陽不變的初衷。弘陽地產用產品踐行人文關懷，洞悉人性
本源需求，着眼城市的長遠未來，為客戶創造美好人居價值。

面對城市生活形態的更迭，以及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2020年，弘陽地產為每個夢
想量身定制，形成了時光系、昕悅系、宸輝系、弘著系等四大主力產品線，用科技為
住宅產品賦能，以精工打造理想居所。其中，時光系產品是契合都市青年便捷、健康、
自由生活方式的夢想首居；昕悅系產品是專為幸福成長家庭打造的全齡宜居社區；宸
輝系產品是以現代科技理念打造的精工高端住宅；弘著系是弘陽傾力巨制的TOP級理
想世家。

弘陽地產不僅獲得了市場認可，更受到行業的肯定，先後獲得了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
IPA國際地產大獎、亞太室內設計大獎、中國境內國際化空間設計領域的IDEA-TOPS艾
特獎、地產設計行業內權威專業獎項 — 金盤獎等。

產品力得到認可的同時，弘陽集團還獲評「2020年房地產企業品牌影響力榜樣」。弘陽
「雙輪雙翼」協同發展的戰略成效顯著。各產業齊發力，弘陽的產品力與品牌影響力不
斷提升並相互促進。目前，弘陽集團位列中國企業500强第226位，中國民營企業500强
第64位，排名均有了顯著提升。未來弘陽人將繼續發揚「健康、拼搏、大愛」的企業精
神，讓生活更有溫度，更加全面提升項目的產品競爭力、踐行企業社會職責，提升弘
陽集團的行業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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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走出大山丨弘陽榮獲年度杰出社會責任企業獎

11月19日，「投資者網&思維財經2020年度思維財經投資者年會暨金橋獎頒獎盛典」在
上海舉行，弘陽集團憑借踐行公益、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貢獻，榮獲2020年「金橋
獎」年度杰出社會責任企業獎項。

由思維財經主辦的投資者年會，今年已是第12屆。自創辦以來，投資者年會始終堅持
以權威、專業、前瞻和創新的理念，贏得了各方一致認可，已經成為國內知名金融家、
投資家及行業專家重要的年度聚會。本次大會以「變革與機遇」為主題，雲集了來自中
國投資界、金融業界、頭部企業、以及上市公司精英將歡聚一堂，共話中國經濟投資
之策，共謀合作發展之道。

弘陽集團創立于1996年，主營業務涵蓋商業運營、地產開發、物業服務、資本運營等
行業和領域，致力于成為受人尊敬的美好生活創造者。自成立以來，弘陽集團一直心
系社會公益事業，踐行社會責任，將責任與公益理念融入企業基因。

此次榮獲2020年「金橋獎」年度杰出社會責任企業獎項，是對弘陽集團心系社會責任付
出的再次肯定。

當重大突發災難發生，弘陽集團以感恩之心回報社會，積極承擔企業責任。在抗疫過
程中，弘陽集團從搶購醫療物資到籌建實驗室，急國家之所急。弘陽集團的抗疫工作
不僅僅是簡單的捐款，而是將錢用在抗疫前線最需要的地方。疫情期間，弘陽集團携
手思路迪在孝感、鄂州捐建兩座「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實驗室」，成為當地公共衛生與防
疫系統中重要的一環，在此次疫情結束之後將繼續服務于當地人民。此外，弘陽集團
還成立抗疫基金用于防疫物資採購，包括防護服、消毒液、醫用呼吸機等。

為了深入貫徹黨中央精准扶貧的精神，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弘陽集團多年來一直不
忘初心，將精准扶貧提升到企業發展戰略層面，將產業發展融入到精准扶貧工作當中。

9月18日，弘陽集團執行總裁張良與交通銀行江蘇省分行黨委委員、副行長王曉松一
行到山西省渾源縣開展扶貧調研。弘陽集團與交通銀行江蘇省分行達成戰略合作，共
同推進扶貧公益項目。今年上半年，雙方在去年合作的基礎上持續深入溝通。弘陽集
團出資20萬元，用于渾源縣人民醫院高壓氧艙建設，改善當地群眾醫療保障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