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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公司
企业简介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传统的粗放运营
模式若不被颠覆，当行业增长到很大规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４年５ 月，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模时，必将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

专业住宅开发企业。２００７ 年公司完成新开工面积 ７７６．７万平方米，

题所湮没。中国的住宅开发行业、建筑

竣工面积 ４４５．３万平方米，实现销售收入 ５２３．６亿元，结算收入３５１．

行业要跟上时代步伐，要可持续发展，
就

８ 亿元，净利润 ５３．１７５ 亿元，纳税 ５０．２１９ 亿元。至 ２００６ 末，公司

必须有一次彻底的技术革命。

总资产 １０００．９４亿元，净资产 ２９２．７８ 亿元。
以理念奠基、视道德伦理重于商业利益，是万科的最大特色。

万科所选择的工业化、装修房、节
能环保和绿色社区，是我们对行业粗放

万科认为，坚守价值底线、拒绝利益诱惑，坚持以专业能力从市场

现状的颠覆式回应，是我们对行业可持

获取公平回报，是万科获得成功的基石。公司致力于通过规范、透

续发展的理性思考，是我们对未来发展

明的企业文化和稳健、专注的发展模式，成为最受客户、最受投资

模式的战略选择。除了减轻环境压力和

者、最受员工欢迎，最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凭借公司治理和道德准

资源能源消耗以外，这一环境战略还可

则上的表现，公司连续五年入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连续第四年

以显著提升消费者的居住品质和满意度，

获得“中国最佳企业公民”称号。

并带来企业运作效率的提高。

对外信息披露：本公司网站及 ２００７年万科企业社会责任绿皮书

——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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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
万科 ２００７年 ８ 月正式成立企业公民办公室，由总经理直接管理，有董事会批准的经费保障以及组织保障。万科企
业公民办公室专职负责集团及下属各地公司社会责任活动，以及影响万科投资者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公众问题，并执
行一些具体公益项目。主要职责是：
▲制订公司企业公民规划并监督实施
▲评估公司的主要社会责任态度和立场
▲直接负责关注城市中低收入人群项目
▲负责评估、决策公司对外部组织的援助与支持

绿色公司评审情况
财务数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５ 年

总资产（万元人民币）

１０．００９．４４６．７９

４，２２４，５１１．００

２，１９１，４３９．１８

总收入（万元人民币）

３．５５２．６６１．１３

８４６，００３．００

１，０５５，８８５．１７

净利润（万元人民币）

５３１．７５０．０８

１３５，９０１．００

１３５，０８２．８４

主营业务市场占有率（％）

２

１．２５

０．９６

社会贡献数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５ 年

纳税总额（万元人民币）
员工规模（人）

５０２，１９１．８３
１６４６４

９９，５３５．００
１３２９２

１４０，２９０．００
１０９６１

教育和慈善捐款额（万元人民币）１０９１

８０１．６７

３６６．００

企业用于环保的支出（万元人民币）２，１００．０４

９５３．９４

２５４．１２

附表：工业化制造方式与传统制造方式的节能、降损、减排比较：
项目

传统生产方式

工业化后

施工能耗

２０ｋｇ／ 平米

降低 ２０％ 施工能耗

施工用水量

１．５－３ 立方 ／ 平米

减少 ６０％ 用水量

混凝土损耗

３％

减少 ６０％ 混凝土损耗

钢材损耗

２￣４．５％

减少 ６０％ 钢材损耗

木材损耗

０．００５立方 ／ 平米

减少 ８０％ 木材损耗

施工垃圾

５０－６０ｋｇ／ 平米

减少 ８０％ 施工垃圾

装修垃圾

２吨 ／ 户

减少 ８０％ 装修垃圾

例如，按照目前的计划，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万科工业化住宅开工面积预计将依次达到 １２ 万、５０万、１２０ 万平米，
理论上所带来的环境和能源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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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减少建筑垃圾（吨）

４，９８０

２０，７５０

４９，８００

减少废水（吨）

４５，０００

１８７，５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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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描述
降低能源消耗
万科选择装修房来降低资源消耗。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行业发展部 ２００７年公布数据估算，毛坯房二次装修垃
圾产生量为 ２ 吨 ／ 户。装修房在为居住者提供方便的同时，可以更全面地实现住宅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节能与环境保
护，减少资源浪费，减少二次污染，降低房屋因拆改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提高房屋的整体性能。２００７ 年，万科装修房
新开工比例达到 ５０％，预计 ２００８ 年万科装修率将超过 ８０％，２００９ 年，万科原则上将没有毛坯房。
万科选择工业化来降低能耗和资源浪费。万科探索的工业化住宅，在显著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显著地降低了能
耗和资源耗费，为行业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采取工业化方式生产后，将降低 ２０％ 施工能耗，减少 ６０％
施工用水量，减少 ６０％ 混凝土损耗，减少 ６０％ 钢材损耗，减少 ８０％ 木材损耗，减少 ８０％ 施工垃圾，减少 ８０％ 装修
垃圾。２００７年，万科已投放市场的工业化住宅达到 １５万平方米。到 ２００９年，工业化住宅开工面积将达到 １２０ 万平米。
理论上，仅在施工过程中，这一规模就会减少建筑垃圾 ４９８００ 吨，减少废水 ４５００００吨。如果行业可以推广这一生产变
革，将显著地降低能耗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
万科同时还关注既有建筑的 节能改造，万科现有办公场所的节能审 计工作将全面、 持续展开，我们将对能耗较
大的办公场所进行相应的改 造，不断提高节能标准， 不断降低办公能耗。

开发绿色建筑
位于深圳的万科城，成为深圳绿色建筑的标杆之一，万科城四期已被列入国家十大重点节能工程。 万科城从规划
设计起，就把节能放在重要位置。目前该小区建筑节能率达 ６５％，其中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占 ５％。在生态环境控制上，
小区采用中水循环利用、雨水利用等设施，节能效益显著：小区中水回用率达 ３０％，雨水利用率达 ４０％；因在建筑
设计上采用通风设计，并大量使用节能材料，小区每年可节电 １０３万度。
东丽湖项目是万科集团目前最大的在建项目，占地 ４０００亩。东丽湖生态居住区的开发，无论规模还是涉及的领
域，都超越了一般房地产开发的模式与范畴，万科为此邀请了国内外的建筑专家共同研讨开发中涉及的湿地、水鸟、
温泉、原生植被等技术课题。同时，对某些课题作专门的调查、研讨与论证。例如，怎样建立东丽湖生态居住区的中
水处理系统、如何恢复东丽湖原生植被和乡土植被，如何规划设计和兴修生态景观等等。使东丽湖生态居住区的开发
更具有科学性，更富有超前性。今天，包括盐碱地改良、雨水收集和利用、生物处理的人工湿地等 ２５ 项生态科技已
经系统地运用到社区的规划和建设当中。该项目获得 ２００７ 年阿拉善 ＳＥＥ 协会颁发的“企业生态奖”。
在上海朗润园项目中，万科使用了 ２０项生态住宅技术，成为上海第一个一级生态型住宅创建项目，该项目最终
荣获国家“２００６ 双节双优杯住宅方案竞赛特别奖”。

绿色产品链
绿色采购。万科所推进的装修房和住宅工业化生产中，节能环保材料、器材可以系统地普遍性地得以运用。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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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保温、绿色认证建材、高能效比电器设备、节水型洁具的系统应用都将大大提高房屋的整体性能。
绿色生产。万科发布了《项目安全、环保、健康现场管理标准》，作为万科与合作伙伴共同的工作准则。与战略
合作伙伴就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做出承诺，这包括在企业自身运营以及建造过程中满足节能环保要求、提升建筑工人技
能和改善建筑工人工作环境。到 ２００９年，万科的施工总承包战略合作伙伴必须通过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万
科将在建造过程中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施工工序一次性合格率，减少返工；推广使用可重复利用的环保施工设施；逐
步建立建筑施工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到 ２００９ 年，万科项目的建筑施工垃圾产生量较同期行业平均水平低 ２０％。
绿色使用。万科还在社区实施公共部位节能并推广家庭节能环保活动。２００９年，万科所开发和管理的社区中，小
区公共能耗较 ２００７ 年整体下降 １０％。

完善消费者沟通渠道
万科的行动之一，是给客户提供便捷有效的反馈渠道。２００１年，万科在主页上设立“投诉万科”的论坛，在这个
公开论坛上，任何人通过注册，都可以匿名在论坛上发表对万科的产品、服务方面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万科会在
２４ 小时内在论坛作出回复。论坛开放 ７ 年以来，万科已处理了 ３ 万多条网络投诉及建议。
万科的行动之二，是让客户了解项目红线内、外不利因素。万科决定在所有项目销售时，红线外 １０００ 米范围内
可能影响客户利益的因素，都明确提示给客户。２００７年，万科将红线内对商品房买受人的利益可能有负面影响的客观
存在向客户公示，比如水泵房、配电房、供暖站、地下车库出入口等。
万科的行动之三，是在交易中给予客户理性选择的权力。万科在 ２００７年 ４ 月在上海开始试点“三天无理由退订”，
给客户一个“冷静期”，允许客户在签订《认购合同》后的三天内（签约当天不计算在内）无理由解除《认购合同》，
放弃预订，万科返还所收定金全额。除深圳、东莞、杭州三城市受当地房屋销售政策约束无法实施以外，万科目前所
有一线城市均实施该政策。
万科的行动之四，是客观测量客户满意度。万科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内首个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的
企业。２００７ 年的满意度调查覆盖全国 ２０多个城市，样本数量近 ８０００个。万科把这个评价作为各一线公司、各专业端
口年度工作考核、奖金发放的重要依据，以制度保障了对客户满意度的重视。
２００７年，万科明确所有项目必须在房屋建造过程中实施工地开放及客户提前验房，即在房屋交付给业主之前的施
工过程中，邀请客户对施工阶段的房屋进行提前验收，确保最终交付的产品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２００７年，根据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万科的客户总体满意度达到 ８９％；每个已成交客户向 ７．１１个人推荐过万科的
产品。

关注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万科关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不仅投入大量的研究，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献计献策，同时还将通过积极
参与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来切实地改善这一社会问题。
万科的行动之一：海螺行动。２００６ 年，万科出资 １００ 万元举办第一届“海螺行动”，面向全社会征集城市中低收
入人群居住解决方案。２００７ 年万科携手英国文化协会共同举办了第二届“海螺行动”，进行保障住房现状和制度安排
的比较研究。
万科的行动之二：万汇楼。万汇楼是万科城市低收入人群居住试点项目的名字。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万汇楼”将在广
州建成并投入使用。
万科的行动之三：主动参与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万科已经有很多实际参与的项目，如 ２００７年 １ 月，万
科在广州招标获得国内第一个“限户型、限房价、限销售对象和竞房价、地价”的“三限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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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万科在北京投标获得的“两限房”项目，当年年底开工。除 １８００余套套型面积均在 ９０平方米以下
的限价房外，还包括 １６０余套廉租房，并专门为廉租房配建公共洗衣房、公共活动室、廉租房管理处等配套设施。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万科与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万科将参与武汉市青山老工业区棚
户区改造和安居工程的建设。

绿色公司评审结果

总体得分：７９．７ 分

类别

环境

社会

指标
得分

７．７

７．７

８．３

８

７．９

８．３

８．３

７．７

８

７．８

评审组点评：
作为中国最大的民用住宅开发商，万科率先开始探索的工业化解决方案，正在改变地产行业传统的高能耗生产方
式和产品形态。
这是龙头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前瞻判断，
也是把环境和社会责任有效融入商业模式的创新之举；
万科的这一战略转型，将直接带动广大地产企业迎来可持续发展的新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