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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和朋友：

      首先，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关心众森发展，相逢即是缘分，正是有您的

理解和信任，众森集团才得以稳步发展。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众森集团可谓十年磨一剑，公司自进

军房地产行业以来，我们本着“厚德求实”为企业核心文化，坚持“诚信

第一、品质至上”的经营理念，长期致力于为人类居住创造一个以关怀生命的

为核心价值，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力争做到行业表率。在建筑规划设

计中，根据客户需求，实现建筑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大胆探索不

断创新以独到的国际视野，积极向客户提供国际领先的绿色建筑的设计技术解

决方案。

      众森集团为政府、房地产企业、酒店、商场、医院及其他建设单位提高建

筑能源管控和经营效益，为使用者提供舒适健康生活的保障。为客户提供优质

高效服务，共享美好健康生活，实现新时代的绿色宜居梦想。

      众森发展的里程，峥嵘岁月令我们深感欣慰；展望未来，锦绣前程令我们

志怀超越。众森人不辱时代使命，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日益变化，努力“追

求卓越品质，建筑温馨家园”，让绿色建筑创造生命健康，实现绿色崛起可持

续发展的梦想！

董事长致辞
President`s 
Address

江西众森实业集团   董 事 长
江西省政协第十二届      委        员
江 西 省 工 商 联    常          委
南昌市第十四、十五届       人大代表
南昌市工商联总商会       副 会 长
南昌市民营企业家商会        会          长

董事长：朱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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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

众森以“厚德求实”为企业文化

绿色建筑 创造生命健康

企业愿景
员工热爱
客户信任
社会尊重

核心价值观
忠诚、尊重
付出、分享

员工优秀标准
学得进、写得出
讲得好、做得到

管理理念
专注极致
精益求精

经营理念
诚信第一
品质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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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众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绿色建筑专业化为发展战略的企

业，业务涵盖地产开发、绿色建筑设计、金融投资、物业服务等领域。集

团坚持“诚信第一，品质至上”以追求卓越品质，建筑温馨家园为企业愿

景。做员工热爱、客户满意、社会尊重的房地产企业，秉承“尊重、忠诚、

快乐、分享”的核心价值观。

        众森集团以“绿色建筑创造生命健康”为企业使命，积极响应党中央十

九大报告精神号召，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

实现绿色建筑创新为发展目标，建筑“节能、环保、健康、舒适”的恒温、

恒氧、恒湿、恒静的居住环境。

        2006年正式成立众森集团绿色建筑研究院，大力开展绿色建筑科研工

作。集团企业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取得国家三十多项国家知识产

权局及国家版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众森·红谷一品项

目为江西省房地产业协会绿色建筑示范基地、江西省地产协会绿色建筑推

广中心，荣获国家住建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颁发的“三星级绿色建筑设

计标识证书”，荣获第七届中国房地产“广厦奖”，众森·红谷一品绿色建

筑已列入2项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为“近零能耗公共建筑示范工程”

及“基于全过程的大数据绿色建筑管理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众森红谷一品

幼儿园被动房己通过德国被动房研究所PHI认证，为江西省首个被动房。

集团介绍
Corporate  profile

实景图05 06



         众森·红谷一品项目，是与欧洲同步的三星级标准绿色健康住宅，众

森公司已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荣誉称号，本项目位于南昌市行

政中心，红谷滩CBD金融商务中心，土地面积超过500多亩，建筑面积

60多万平方米。项目涵盖了别墅、法式洋房、湖景高层公寓、高端写字楼、

五星级酒店、高端国际幼儿园等配套齐全，“出门繁华，回家静逸”，生

活便利的温馨家园。

      众森国际花园项目，以国际领先的绿色建筑开发理念，充分发挥了，

“十大绿色建筑管控系统”低效能运行。实现建筑室内恒温、恒氧、恒

湿、恒静，四季如春，节能环保，抗雾霾PM2.5，常年保持室内温度在

24℃，室内湿度40%一60%的节能环保。实现居住健康舒适的生活环

境，本项目已获得德国被动房研究所认证的绿色节能建筑标准，已成为知

名楼盘，项目每期交房率100%，业主满意度98%，并得到广大业主的称

赞高品质绿色建筑的健康住宅。

core business 地产开发

众森国际花园
众森·红谷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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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business 商业地产

众森国际酒店、众森国际大厦

        众森国际酒店、众森国际大厦双子楼位于南昌城市

中央商务区—红谷滩优越地段，黄家湖畔，交通便利，

紧靠南昌市最大立交——黄家湖东路全互通立交。全程

无红绿灯15分钟直达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距南昌西客站

仅15分钟车程。

        双子楼全部按国家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打造，室

内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总建筑面积约5.3万平

方米，两层地下室，配置有绿色建筑星级酒店、商务

办公、健康餐饮、商务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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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森投资管理集团
        北京众森投资管理集团是专注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证券投资的专业

投资平台，位于北京市金融街商圈。公司管理团队均来自于国内外知名高

校硕士以上学历，具有多年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银行、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等从业经验。

        在股权投资领域，众森投资积极布局大消费、大健康、绿色建筑节能和

新材料等行业；同时关注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定增和证券投资机会。依

托于公司雄厚的资本实力和精英化的管理团队，众森投资力争以专业和国

际化的视角，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为投资者贡献稳定的高额回报。

       美康绿色建筑集团股份公司创立于 1993 年 03 月，注册资金1亿元，是一家以房

屋建筑为主，集金融投资、园林景观工程、装饰装修、物业服务、建筑劳务等于一体

的综合型现代企业集团。资质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装修贰级资质、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并掌握绿色建筑关键技术。

      集团公司由美康绿色建筑集团股份公司、江西美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昌美康

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江西美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江西众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南昌

市乐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组成，承建了60万m2众森国际花园，项目房屋工程建设，

三星级绿色建筑工程施工、安装设备系统调试、园林景观工程及室内精装修工程，并

荣获多项南昌市优质工程称号。

      美康建筑集团已发展成为绿色建筑技术综合解决方案的全专业服务商。从投资、

规划、设计、施工、装修、园林、物业到设备制造运营的全产业链服务。

美康绿色建筑集团股份公司

荣获南昌市优质建设工程奖

core business 金融投资core business 建筑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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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森绿建国际科技股份公司(简称“公司”）是江西众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2月18日，注册资本5000万人

民币，营业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房地产信息

咨询；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公司最近三年的经营业务主要为高舒适、低

能耗的三星级绿色建筑提供设计咨询及运营管理服务等。

      公司以绿色、健康、舒适、养生为宗旨，在建筑规划设计中，根据客户需

求，实现建筑舒适健康、节能环保的理念，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积极研发绿

建技术，并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国际领先的绿色建筑的整

体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专注于研发设计精英家庭健康养生舒适的绿色新风集

成系统。

        在人才管理方面，企业非常重视人才梯度建设，对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使用

人才有一整套完善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并且不仅仅是注重内部人才的培养，

也积极引进具有国际视野型的人才。

        公司秉承“拼博、务实、负责任”的企业精神，并以诚信、共赢、开创经营

理念，以全新的管理模式，完善的技术，周到的服务，卓越的品质为生存根本。

众森绿建国际科技股份公司

core business 绿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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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众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22日，主营物业管理绿化工
程、房地产经纪、保洁服务等业务，拥有二级物业资质，是南昌市物业协会会员
单位。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人为本，以客为先的管理理念；精心管理，全心呵护
的服务理念；尊贵品质，管家式服务的管理模式。严格在按照国家规定行业规
范，全面实施质量管理体系配备、配齐了各类技术人员和各种专业工具。注重员
工综合素质及实操能力的培训与开发，通过人性化的管理，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
和企业对员工的凝聚力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氛围。

      众森物业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赢得了行内及社会各
界的认同。目前，公司接管物业的类型有别墅多层住宅等，在公司所管理的项目连
续三年业主满意率调查均超过98%以上。今后，我们将继续以“专业规范、高效创
新”的质量方针，向业主提供完善周全的贴心式管家服务。

江西众森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core business 绿色物业

实景图15 16



       美心灵幼儿园由众森集团倾力打造，园所占地面积3626

平方米左右，总建筑面积6638平方米左右，作为中国首座近

零能耗被动式绿色建筑幼儿园，荣获德国被动房研究所PHI

认证，并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美心灵幼儿园是一所现代国际先进教育的幼儿园，拥有台

湾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组

成的教育专家团队，聘请了英国母语幼师，我们打造成国内

具有影响力的高端幼儿教育机构，引进日本、英国先进教育

理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特色的学前教育模式。

       众森坚持以“敬天爱人”的经营理念，在公司不断发展同

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重视儿童的教育，培养孩子语言天

赋与体能成长，以科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孩子情商、智商以及

心灵健康成长。

core business 幼儿园简介

中国首座近零能耗被动房绿色建筑
—— 美心灵国际双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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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森·红谷一品幼儿园建筑标准为德国被动

房研究所及住建部超低能耗示范工程双论证，列

入2项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为“近零能耗

公共建筑示范工程”及“基于全过程的大数据绿

色建筑管理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标志着众森

集团在绿色建筑、被动式建筑领域再创丰碑！

德 国 被 动 房 标 准
住建部近零能耗示范工程
双论证国际幼儿园

众森红谷一品幼儿园被动房
通过德国被动房研究所认证

基于全过程的大数据绿色建筑
管理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

近零能耗公共建筑示范工程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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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众森绿建国际科技股份公司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再次

彰显了众森集团卓越的综合实力。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持续

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将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

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的企业。

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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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由住建部颁发、国务院批准设立
代表中国房地产行业最高荣誉“广厦奖”

      “广厦奖”是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共同设立的我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综合

性大奖。是由住宅与城乡建设部颁发，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房地产

奖、行业内最权威的房地产奖项，代表房地产综合开发行业的最高荣誉。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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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江西众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绿色建筑创造生命健康”为企业使命，倡导人

与建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斥巨资潜心打造与欧洲同步的绿色健康住宅——众森·

红谷一品，不仅荣获多项节能科技专利，还荣获国家住建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颁

发的“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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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2018年，众森·红谷一品二期东区住宅楼及幼儿园，再度荣获国家住建部中国

城市科学研究会颁发的“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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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量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天棚与地板联合辐射采暖制冷系统 户式暗藏新风分配处理器 户式新风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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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洁净新风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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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建节能效率模拟仿真系统V4.0 绿建系统自我优化软件V4.0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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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节能测算预警系统V5.0绿建专家评估系统V5.0

Zhongsen Green Bui ldings Create Healthy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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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绿色建筑管控系统
绿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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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温度采暖季不低于20℃（±2℃），
制冷季不高于26℃（±2℃）；
无需空调，四季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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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8日,由江西众森实业集团主办“2015年度国际绿
色建筑健康住宅暨被动式建筑研讨会” 。

国际绿色建筑研讨会 加拿大考察团到访众森

2017年3月16日加拿大考察团，江西省建设厅，江西省房地产
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到访众森。

2017年3月20日德国弗莱建筑集团董事长沃尔夫冈·弗莱
先生、中国被动式建筑联盟秘书长徐智勇先生等一行参观考
察了众森红谷一品。

德国考察团到访众森 四川房协考察团到访众森

2017年3月28日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参观考察众森·红谷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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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0日上午，河北房地产协会考察团，江西省房地
产业协会有关负责人到访众森。

河北房协考察团到访众森 绿建创新 德国之旅

2017年5月,众森实业集团代表参加德国弗莱堡“世界绿色
建筑大会”,期间与德国弗莱建筑集团签订被动房项目合作
协议。

2017年8月，众森集团受邀出席日本东京举办被动房亚洲大会。

绿建创新 日本之旅 绿建创新 加拿大之行

2018年6月3日至6月8日，众森集团受邀出席为期一周的
“2018年加拿大国际绿色建筑大会”。

6665



众森红谷一品幼儿园被动房PHI认证授牌

2019年5月30日第四届亚洲被动房大会，德国被动房研究所执行所长考夫曼为众森红谷一品幼儿园
被动房PHI认证授牌。

2019年6月21日，德国被动房研究所执行所长考夫曼博士参观考察众森红谷一品。

德国被动房研究所到访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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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7日，江西省政协绿色建筑发展提案督办调研会议在众森红谷一品召开，省
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李华栋，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巡视员章雪儿实地考察项目
设备机房，朱清源董事长陪同调研。

江西省政协绿色建筑发展调研

一生总要住上健康住宅
Living in a healthy residence for a  l i fet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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