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市场CAIJINGSHICHANG
2015年8月19日 星期三
编辑宋才华 | 组版李静 | 校对刘洁

14

□ 记者 丁林

昨日，2015合肥企业50强新鲜出炉，又一批体量大、实力强的工业企业，傲立在资本与工业经济的“江
湖”。其中合肥联宝电子夺得“冠军”，江淮汽车和合肥百大集团紧随其后，去年“季军”安徽建工退居第四。

“就奔着复星大品牌而来的！”一位刚刚填完岗位申

请表的应聘者如是说。还不到 8 点，面试等候区就挤满

了前来面试的应聘者。这一幕发生在8月16日，合肥万

达威斯酒店三楼复星地产合肥星泓专场招聘会现场。

招兵买马 人气火爆
时间回到6月25日，复星地产旗下星泓资本以单价

340万/亩，总价14.92亿元人民币一举拿下这幅438亩优

质地块，此举标志着复星“蜂巢城市”落子“霸都”合肥。

伴随着项目落子合肥，复星地产合肥星泓招兵买马

工作也火热进行中。

8月16日上午，来到专场招聘会现场时，时间还不到上

午8点，已有百余人在大厅等待。招聘会现场人山人海。

据悉，此次复星地产合肥星泓的招聘职位涵盖营

销、工程、职能以及设计四大类。

复星品牌 最强吸引力
据了解，广大求职者对复星的热情虽各有异，但复

星的平台以及品牌的知名度是多数求职者前来面试的

重要原因。据一位前来应聘营销岗位的求职者说，他从

复星地产拿地那天，就开始做面试准备，也希望今天面

试顺利通过，加入复星地产“大家庭”。

复星地产“蜂巢城市”助力合肥金融升级
作为合肥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合肥项目意向开发

约 4100 亩，将打造大健康蜂巢、大金融蜂巢、大文化蜂

巢、大旅游蜂巢、大物贸蜂巢等5个功能主题的蜂巢城市

组团。其中，一期金融创新城计划用地面积约 810 亩、

总建筑面积约127万平方米，首批用地面积约438亩。

合肥项目一期将打造大金融蜂巢组团。以此项目

为开端，在合肥陆续就国际国内优质教育文化、国际度

假旅游、养老、公立医院股份制合作、民营资本参与公共

城市建设（PPP模式）、高端医疗健康、国药物流及菜鸟网

等优质产业资源方面开展合作。

天复地载星耀江淮
——千人求职【复星地产合肥星泓】专场招聘会火爆开场

等候区内填表的应聘者

70个大中城市7月房价出炉：

合肥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

星报讯（涂文静 记者 董艳芬） 昨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月度报告。其中，省会合肥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了0.4%，我省列入统计的另外两个

城市蚌埠和安庆，房价表现不一。

合肥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
与6月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

降的城市有 29 个，上涨的城市有 31 个，持平的城市有 10

个。合肥属于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月

上涨了0.4%。

我省列入统计的另外两个城市蚌埠和安庆，房价表现不

一。数据显示，与上月相比，蚌埠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

跌了0.6%，而安庆则环比上涨了0.5%。

安庆二手房价格涨了0.1%
二手房方面，与6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

城市有 18 个，上涨的城市有 39 个，持平的城市有 13 个。环

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5.3%，最低为下降1%。具体到安

徽，合肥和安庆的二手房价格环比涨了0.1%，蚌埠二手房则

下跌了0.1%。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表示，7月份

中国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总体延续上月走势，新建商品住宅

销量比上月略有增长，房价环比继续上涨，但涨幅收窄。

不过，不同城市间分化依然十分明显。刘建伟说，一线

城市房价环比全部上涨且涨幅仍然较高，绝大部分二线城市

房价环比上涨但涨幅低于一线城市，而大部分三线城市房价

环比仍然下降。

拥有“好点子”快来
300万奖金等你拿
庐阳区首届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8月25日启动报名

星报讯（王领 星级记者 俞宝强） 8 月 18 日，市场星报、

安徽财经网记者从合肥市庐阳区获悉，该区首届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将于 8 月 25 日正式启动报名。500 万天使基金，以

及 300 万奖金等你来拿。届时，有兴趣的市民可通过电话、

QQ、网站等报名参加。

8月25日正式启动报名
昨日下午，记者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本次大赛将从8

月25日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持续至9月27日。11月18日将

进行决赛及颁奖。据悉，参赛条件为报名阶段尚未以参赛项

目在庐阳区注册成立企业的、拥有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

的国内外创业团队及企业。

据庐阳区科技局局长宋燕介绍，大赛将对符合庐阳区产

业扶持政策，在该区注册成立企业并且开始实施的获奖项

目，分别给予企业创新组最高 30 万元和初创项目组最高 15

万元奖金资助。参赛项目涉及互联网+、文化旅游创意、现代

科技服务业、医疗设备和智能装备业等众多领域。此外，合

肥市科技局还将对大赛优胜团队给予创业指导，并择优给予

500 万元市级天使基金支持。设立 300 万元专项资金，奖励

给在此次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获奖项目。

1200平米办公、经营场地免费使用
“举办此次创业大赛的目的不仅局限于大赛本身，该区

将全程跟踪优秀项目和团队，把赛中赛后辅导孵化作为大赛

的进一步延伸”。据宋燕介绍，对大赛结束后六个月内落户

庐阳区的获奖企业和团队，除获得奖金资助外，还将得到覆

盖企业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在创意阶段，

选择在众创空间、孵化器落户的，该区将提供 200 平米办公

场地（前三年免费使用），合肥市工投公司将提供 1000 平米

经营场地（前三年免费使用）。

此外，后期，将对符合相关科技计划要求的获奖项目，将

纳入庐阳区科技备选项目库，给予科技等配套政策支持。

报名咨询电话：0551-65699115（庐阳区科技局）；官方
QQ群：379224946；报名邮箱：zhly@365jia.cn；组委会办公室
地址：合肥市濉溪路 295 号庐阳区政府办公楼 1601 室；大赛
网址：http://zhly.365jia.cn

2015合肥企业50强榜单出炉：

14个“新面孔”亮相
合肥联宝拔得头筹

合肥企业50强（前十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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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国购投资集团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合肥公司

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合肥供电公司

安徽省文一投资控股集团

12企业挺进“百亿俱乐部”
2014 年企业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0 亿元，这是

今年合肥企业 50 强的入围门槛，比上年第 50 位的

营业收入额提高了3.24亿元。

根据榜单，今年 50 户企业的营业收入总计为

4419.45 亿元，比上年 3609.14 亿元净增 810 亿元，

户 均 88.4 亿 元 ，比 上 年 提 高 16.2 亿 元 ，增 长

22.45%，其中百亿元以上企业 12 户，比上年净增 1

户；50～100亿元企业15户，比上年增加5户；20～

50亿元企业23户，比上年增加2户。

合肥联宝升至榜首
今年 50 强企业中，前 10 强营业收入总额为

2449.65亿元，比上年净增413亿元，增长20.3%。

其中，上年第 6 位的联宝，以净增 284.7 亿

元，增长 1.9 倍的耀眼业绩，超出第 2 位 36.6 亿元

的优势，拔得头筹。多年合肥 50 强的榜首企业江

汽集团屈居第 2、百大集团退居第 3。安徽建工集

团以净增 30 亿元超出第 5 名近 150 亿元的绝对优

势稳居第 4。

根据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营业收入达到

200 亿元的合肥企业共有 4 户，分别为合肥联宝电

子、江汽集团、合肥百大、安徽建工集团，比上年增

加合肥联宝电子。此外，今年符合安徽企业100强

申报并入围的合肥企业有61 户。

国购集团成“盈利王”
今年 50 强企业全部为盈利企业，盈利总额

239.86亿元，户均4.8亿元，比上年净增6100万元，

其中盈利超2亿元32户，比上年增加9户。

盈利排名前2位的均是今年新入选的企业，即

国购集团和外经建设集团，分别以 26.56 亿元和

23.1 亿元，夺得盈利冠、亚军。合肥供电公司以

20.73亿元的利润退居第3。

而在纳税方面，纳税前 10 强的纳税总额 93.5

亿元，比上年减少 4.9 亿元，下降 4.97%。50 强中，

纳税第 1 大户为江淮集团。第 2 位为省建工集团。

省外经建设集团列第3。纳税前3强的纳税额均在

13亿元以上。

14户企业为榜单新入选
今年50强企业中新入选的有14户，换榜率为

28%，分别为国购集团、文一控股、省外经建设、华文

国际、华力建设、马合公司、世纪城置业、金煌建设、

华南城、东华工程、鑫晟光电、国药控股、国信建设、

皖能发电。

这14户新入围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872.56亿

元，占今年 50 强企业总量的 19.74%，户均营业额

62.3 亿元。而由于种种原因退出或其他原因未再

申报的 14 户企业，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471.9 亿元，

占去年50强总量的13.08%，户均 33.7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