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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屋公司概况

第一部分：大屋公司介绍

第二部分：大屋公司获得的主要荣誉



山东大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司成立于1996年2月,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以酒店、商业、物

业管理、农业产品开发、电子产品生产并重的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资

产总额超过6亿元。

1.1.1 公司介绍



1.1.2 集团下设

 山东大屋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海悦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威海海悦国际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拉漫酒庄有限公司

 威海厚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大屋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大屋建材装饰商城有限公司

 威海博扬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城

广场 五星级饭店 购物中心

正在建设的拉漫庄园项目

1.1.3  集团项目



大屋集团注重以质量和信誉赢得市场，先后获得了山东省第四届

至第七届“消费者满意单位”

2007年度大屋集团及旗下的威海大屋建材装饰商城有限公司同时

获得威海市首届威海消费者满意品牌荣誉；

公司的经营业绩及信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先后被表彰为建

设部“承诺销售放心房活动先进单位”、“山东省先进民营企业”、

“工商联系统优秀民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海悦建国饭店被授予“山东省旅游服务名牌”企业、“山东最具

竞争力旅游星级酒店”、“2009年中国优秀绿色旅游饭店”、“2010

品牌山东最具特色文化主题酒店”；

下属威海厚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2011年度被评为“威海市级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1.2.1  公司获得的荣誉



1.2.2 获得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主要荣誉



第二章 拉漫项目介绍

第一部分：拉漫红酒主题度假庄园---整体项目介绍

第二部分：拉漫红酒主题度假庄园---一期居住项目介绍



2.1.1 项目投资优势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是中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

一个半小时飞行半径内可辐射京津、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长三角等地区，位于

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位置。



2.1.1.1 项目区位优势

临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威海市行政区划图

拉漫项
目

 临港区腹地大，地处威海城区中心位置，规划面积297KM²。



临近三处国际空港
距威海国际空港10分钟车程
距烟台莱山空港50分钟车程
距流亭国际空港90分钟车程

临近五处国际海运港口
距威海港10公里 距龙眼港25公里
距石岛港40公里 距烟台港70公里
距青岛港200公里

威海临港区

2.1.1.2 项目交通物流优势

 拉漫庄园项目交通物流优势突出



拉漫项目

2.1.1.2 项目交通物流优势

正在建设中的青烟威城际轻轨紧邻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于
2014年底投入运营。威海最大车站—威海南站，距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仅10分钟车程。

 拉漫庄园项目交通物流优势突出



2.1.1.2 项目交通物流优势

 拉漫庄园项目交通物流优势突出

青威高速纵

贯临港区，5

条省级公路形

成快速通道；

桃威铁路纵贯

临港区，规划

建设大型铁路

货运站场。目

前已形成了公

路、铁路与周

边城市及港口

的全部连通。

拉漫项目



2.1.2.1 项目现状基本情况-湖泊&丘陵



2.1.2.2 湖泊&丘陵



坡度 (%) 面积 (ha) 比例(%)

0~5 75.4 18.92%

5~10 126.5 31.74%

10~15 90.8 22.78%

15~20 45.8 11.49%

20~25 22.9 5.75%

>25 37.2 9.33%

合计 Total 398.6 100.00%

用地种类 面积(ha) 比例

水体 14.3 3.59%

林地 165.8 41.60%

果园 28.5 7.15%

草地 21.7 5.44%

旱地 165.6 41.55%

荒地 0.4 0.10%

坟地 1.4 0.35%

建筑物 0.9 0.23%

合计 398.6 100.00%

•现状场地内绿化覆盖率接近50%

•十多个大小不一的湖泊水塘散布于场
地内，水面面积将近150,000平方米

•易进行建设(坡度<15%)的土地比例超
过70%，可进行建设(坡度<25%)的土地
比例超过90%

2.1.2.3 现状用地评价



2.1.2.4 关键资源评价

坡向 面积 (ha) 比例 (%)

平地 Flat 0.0 0.00%

北 North 36.1 9.06%

东北 Northeast 53.1 13.32%

东 East 49.3 12.37%

东南 Southeast 46.4 11.64%

南 South 63.7 15.98%

西南 Southwest 65.0 16.31%

西 West 48.8 12.24%

西北 Northwest 36.2 9.08%

合计 Total 398.6 100.00%

体育公园可视性 面积 (ha) 比例 (%)

体育公园不可视
区域 71.9 18.04%

0～20公顷体育公
园可见区 208.9 52.41%

20～40公顷体育
公园可见区 49.6 12.44%

40～60公顷体育
公园可见区 48.2 12.09%

60～80公顷体育
公园可见区 17.9 4.49%

80公顷以上体育
公园可见区 2.1 0.53%

合计 Total 398.6 100.00%

水域可视性 面积 (ha) 比例 (%)

不可见水区域 176.7 44.33%

0～3公顷水域可见区 171.8 43.10%

3～6公顷水域可见区 24.2 6.07%

6公顷以上水域可见区 25.9 6.50%

合计 Total 398.6 100.00%

•适宜居住的坡向（南、东南、西南）比例超过40%；
•基地内超过55%的区域可看到水景，12%的区域可看到较大的水体景观；
•相对于计划建设的体育公园球场范围，有超过80%的区域可以共享体育公园球场景观，其中，
有约30%的区域拥有超过20公顷的体育公园优质景观，有5%的区域拥有超过60公顷以上体育
公园极致景观。

体育公园球场可视性分析 水景可视性分析



规划建设用地989亩
土地规划建设预留用地536亩
已有建设指标可招拍挂土地100亩

2.1.3.1 上位规划-土地规划



2.1.3.2 上位规划-项目规划

总用地面积：328.97公顷
建设用地：67.74公顷 绿地：160.58公顷
水域葡萄园林地占地：82.69公顷 预留建设预留用地：17.96公顷



2.1.3.3 上位规划-技术指标表



2.1.4 规划定位

项目是以
几种特色旅
游资源为依
托，以发展
旅游休闲主
导产业为定
位，以旅游
休闲要素集
聚为中心，
整合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
展，宜居、
宜业、宜游、
具有会议节
庆、健身养
生、度假休
闲等一种或
多种主题活
动的综合旅

游度假项目。



2.1.5 规划布局结构---四大分区

大众旅游区--包含南部西侧，以水岸公园、水畔游憩、葡萄种植采摘、大众运
动公园、香草田园为核心特色的面对大众群体的旅游分区。

红酒庄园区--占据南侧地块核心位置，辽阔的水景尽收眼底。以红酒为主题的

观光和私家深度体验旅游目的地。

体育公园区--位于北侧，公园将成为北侧地块的景观资源为核心，公园内部结

合良好的景观资源开发部分房产和度假酒店。

居住社区--结合山水景观打造的乡野田园社区。

项目名称 所全园占比例

体育公园区 46.51%

大众旅游区区 14.23%

红酒庄园区 3.10%

居住社区 10.23%



2.1.6 项目发展定位



鸟瞰效果图（总建筑面积561883平方米）

2.1.7.1  效果图展示-鸟瞰效果图



葡萄酒酒庄效果图（建筑面积25104平方米）

2.1.7.2 效果图展示-酒庄效果图



精品酒店效果图（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

2.1.7.3 效果图展示-酒庄效果图



2.1.8.1 平面图展示---酒庄、会所、餐饮酒店平面图



2.1.8.2 平面图展示---体育公园平面图



2.1.8.3 平面图展示---生态公园平面图



2.1.8.4 平面图展示---生态公园大门入口平面图



2.1.8.5 平面图展示---生态公园大门入口立面图



第二部分：拉漫红酒主题度假庄园---一期居住项目介绍



2.2.1 居住项目位置

拉漫红酒主题度假

庄园-居住项目包括

住宅186670M2，公

寓式酒店330109M2

一期居住项目位于

拉漫红酒主题度假

庄园的东南角。

总用地面积：

211782平方米



2.2.2 项目背景

根据相关资料，西刘章村所需回迁住宅面积4.79万m2 (民房285栋按每栋按
150平方米补偿，村集体房2400m²及多层楼2750m²按实际补偿), 回迁安置区
规划住宅建筑面积5万m2 ，满足回迁安置要求。



2.2.3 总平面图

居住用地范围界限

旅馆业用地范围界限

居住用地规模为183732㎡
旅馆业业用地规模为：28050㎡



2.2.4.1 鸟瞰图一



2.2.4.2 鸟瞰图二



2.2.4.3 鸟瞰图三（大门入口）



2.2.4.4 多层花园洋房效果图



2.2.4.5 小高层花园洋房效果图



2.2.4.6 联排洋房效果图



2.2.4.7 公共设施效果图



2.2.5 公建配置

公建配置一览表

项目名称 面积 位置

商业 5500 A#、 B#

幼儿园 2200 B#

居委会 300 B#

邮政所 350 A#

储蓄所 150 A#

卫生站 200 A#

社区服务中心 250 A#

社区活动中心
（项目指挥部）

824 C#

物业管理 300 A#

燃气调压站 150 D

换热站 160 G

变电所 100（2个） E

公共厕所 120（2个） A#

健身场地 3000（两处） F

建筑面积合计 10624 __

A

B

CE、G

D

E、D、F

F



211782

2.2.6 总用地指标

总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名称 面积

用地面积 183732

地上总建筑面积 197367

住宅建筑面积 186743

商业建筑面积 5500

公共设施建筑面积 5124

住宅基地面积 42616

容积率 1.07

建筑密度 23.19%

居住用地技术经济指标

2.2.7 居住用地用地指标



2.2.8 采光示意图

满足日照间距的同时，采用清华采光软件考虑地形高差进行日照分析计算，满足
大寒日两小时要求；

居住建筑层高2.9米高层间距大于36米；

方位折减系数0.9；

结合考虑高差，东区南北约1-1.5米，西区主要为东西向高差。



2.2.9  售楼处：完成售楼处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基础建设



第三章 拉漫合作方式



3.1 拉漫合作方式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22亿，预计启动资金4.8个亿（含已投入资金）

 合作方式----“整体合作、合理持股”

以现有拉漫项目整体合作，按合理股权比例持股项目公司，按股权

比例分配项目公司收益。

 投资及比例

按合作时合理市场评估值作价，核定大屋前期投入，以估值为基准，

确定合作各方投资比例，后续资金按等比同步原则注入。



联系地址：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贸易促进局

联系电话：0631-5581888，5581990

电子信箱：whlgsw@163.com 

联系方式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最适合投资创业的城区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