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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公司员工及其家人的健
康、安全和福利，在我们的决
策与行动中优先考虑Naylor 
Love大家庭和股东的利益。

作为连结我们客户和员工之间
的纽带。我们公司基于相互尊
重、方便用户、积极主动和致
力于提供解决方案的理念，提
供“可衡量的最佳”服务。

切实履行我们的承诺，谦恭地
表达我们的想法和观点。

为了我们的客户、Naylor 
Love和每个员工之间的利益， 
要协同工作，互相帮助，相互
合作与支持。

热情、专业，专注地履行我们
对彼此所作承诺。确保能够实
现零伤害的目标。

我们的价值观
在Naylor Love公司，将每件事做到完美标杆水准是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
在公司员工的沟通互动或是在与客户、供应商和社区相互交流中，我们都致
力于维护和展现我们的价值观。

关心周到 顾客至上 诚实守信 团队合作 信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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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Naylor Love是新西兰的顶级商业建筑公司。作为一
个积极主动的建筑合作伙伴，我们以诚实、诚信、乐
观进取的态度在新西兰享誉盛名。
我们在六个区域的七个办公处拥有500多名员工，我
们有能力委派我们的专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参与不同
级别类型的项目。
在建筑业领域从业100多年以来，我们认识到业务的
精髓是建立在回头客户的基础上的，最为重要的是，
成功吸引“回头客”的背后，是我们基于诚实守信，
保障质量和项目，财务透明和公平公正的理念，从而
与客户建立起了紧密牢固的关系。

奥克兰

惠灵顿

坎特伯雷

奥塔哥中部地区

但尼丁

汉密尔顿 陶朗加

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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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我们为自己悠久的传统而自豪，这
也是我们为了努力成为可衡量的新
西兰最佳建筑公司而致力于建立长
期关系和不断改进政策的结果。

Naylor Love公司始于1910年，
我们的前身是位于但尼丁的两个独
立的建筑公司WH Naylor 和Love 
Brothers Construction。在随后
的六十多年里，这两家公司在新西
兰南岛的开发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
作用。 

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见到很多
由这两家公司建造的早期建筑，由
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两个创始家族在
创业伊始就重视优质建筑和长期合
作伙伴关系。

Naylor Love在新西兰从事地产业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 

早期历史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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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 Naylor 1884年生于克莱德，木工学徒出师
后于1910年在但尼丁建造了他的第一座房子。
从那以后，建筑项目不断扩大，但Hugh Naylor对
客户和工程项目的精挑细选策略以及事无巨细都亲
自过问，使得公司规模相对较小。
Hugh Naylor的儿子Ben于1948年加入公司并接管
了WH Naylor，在1957年至1987年间领导着后来
的Naylor Love公司。Hugh后来进入了公司董事
会，2006年退休后由其子Christopher Naylor继
任。 

Love Brothers公司是由Love家的三兄弟JY、Bob 
和Bill于1910年在查默斯港成立的，借入资本60英
镑。JY Love领导着公司长达58年。
Love Brothers公司的经营非常多元化，包括橱柜
制作、工程承办和货运配送。公司发展很快，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员工已接近100人。 
战后专营项目包括预制房屋，但是在20世纪50年
代，Love建筑公司越来越多地在整个南岛地区承接
大的工程项目。

1969年，Love Construction Company与WH 
Naylor Ltd合并成立了Naylor Love。令新公司引
以为豪的是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强大的资
源和技能基础、享誉业界的顶级工作业绩和公平交
易。在这些年间，它们以进一步的加强并且延续至
今。 
这些年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稳步发展，在新西兰全
国的七座城市中设有办事处。 

WH Naylor公司 Love Brothers公司 Naylor Love公司：1969年至今

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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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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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法

我们办公室和工地团队都熟知‘建
筑领域实际工作’的工程项目过程。
虽然我们认识到新的建筑技术带来
的挑战，但我们更享受克服种种困
难后为我们的客户成功完成富有创
意的工程项目所带给我们的成就感。

Naylor Love公司不仅拥有综合建筑管理
专长，又保持了积极主动和动手操作实践
技术的文化。

“  Naylor Love是世界上我所合作
过的最佳承包商之一。他们对待这
项富有挑战性工程的态度和在所
有方面给予的帮助值得称赞。”
Shigeru Ban — 基督城过渡期大教堂建筑师

我们的管理团队中有许多优秀的业
内资深人士，我们同时也真诚地鼓
励和欢迎新一代的建筑专业人员来
我们这里进行实习和见习。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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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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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团队
在我们的六个区域分公司中，我们都拥有高素质的
核心管理层和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以及工地建筑专
业人员，他们具有令人折服的经验和专业技能。

我们不但拥有自己的专家团队，而
且还有值得信赖的顾问、分包商和
供应商的强大网络。 

我们颇为自豪的是公司能够获取丰
富资源，安全高效地承建复杂工程
项目，不超预算，保证高质量。 

“  每天在岗的工作人员都很专业，
有礼貌，与他们打交道非常愉
快。Naylor Love团队应该被树为
业界的最佳榜样。”

John Love — 塔维拉集团负责人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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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技能

© Naylor Love

10

公司概述



我们的专业技能
Naylor Love公司提供全方位的商业建筑服务， 
包括有：

  运用最先进技术、方法和材料建造出色的新建筑，
包括工程用材、基础隔震与筏形基础以及绿色环保
建筑。

  现有建筑的再开发，包括列入文物保护的建筑、 
抗震加固和耐候性修复。 

  内饰专业团队负责较大工程项目中的装修，也承接
专门的独立装修和整修合同。

  设计和建造工程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我们履行单
一合同提供设计和施工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低
风险的整体解决方案。 

  施工前服务，从早期承包商参与(ECI)和建筑信息
建模(BIM)，到项目的可建性方面的咨询。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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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完善的健康和安全系统， 
在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审计和检查中
始终如一地取得优异的成绩。我们
绝对承诺确保我们工地上和周边每
个人的安全，在诸如旅馆、医院和
学校的敏感生活环境，在诸如监狱
的高级别安全环境，以及在诸如机

场的高风险环境，我们都有着丰富
的经验。

健康与安全
Naylor Love公司的团队在整个施工过程
中总是以健康和安全为导向。

“  让所有人在一天结束
后安全回家永远是我
们的头等要务。” 
Rick Herd — Naylor Love公司首席执行官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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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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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项目
商业 零售

 �  惠灵顿维多利亚街开发
 � 奥克兰Sylvia公园改造
 � 皇后镇Five Mile中心
 � 汉密尔顿The Base购物中心
 � 奥克兰Silverdale 中心
 � 皇后镇Mitre 10 Mega商场
 � 基督城Spitfire广场
 � 遍布新西兰的The Warehouse 

Group, Foodstuffs, Progressive 
Enterprises 和 Briscoes Group 的
各种新建商店和旧店改造

 � 基督城Connetics 大楼
 � 基督城Lyttelton港口公司办公室
 � 皇后镇Remarkables大楼
 � 但尼丁Distinction大酒店停车场
 � 基督城Ravensdown公司办公楼
 � 惠灵顿机场国际航线抵达区域加固
 � 奥克兰The Warehouse商场后勤 

办公楼
 � 惠灵顿机场北航站楼国内航班候机厅
 � 惠灵顿Vodafone on the Quay大楼

Connetics大楼Distinction但尼丁大酒店停车场 维多利亚街开发 Sylvia Park区The Warehouse商场

在项目早期就让Naylor 
Love公司参与到我们的工
程中使我们得以用上他们
的专业技能，这既让我们
有办法在工程上省钱，又
能规划出更有效的项目交
付”
Fiona Shilton — The Warehouse商场物业
管理总经理

“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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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项目
教育 住宅楼

 � 皇后镇JUCY Snooze大酒店
 � 皇后镇QT皇后镇大酒店
 � 奥克兰Park Residences公寓楼
 � 奥克兰Symonds街44号学生宿舍
 � 但尼丁奥塔哥理工学院学生宿舍
 � 陶朗加Somervale退休村公寓
 � 奥克兰Hereford Residences公寓楼
 � 皇后镇Alta Townhouses别墅群
 � 基督城Dovedale and Kirkwood 

Avenue Hall学生宿舍

 � 但尼丁奥塔哥大学奥塔哥商学院 
 � 基督城Rangiora高中 ILE 大楼
 � 汉密尔顿Wintec美发美容中心
 � 惠灵顿圣凯瑟琳中学教学和行政大楼
 � 基督城Lyttelton小学
 � 基督城基督中学的震后修复和Miles 

Warren大楼
 � 惠灵顿Ngaio小学教室 

奥塔哥商学院 QT皇后镇大酒店 奥克兰Park Residences公寓楼基督中学Miles Warren大楼

你们的员工确保了在这项
工程期间我们仍能不受干
扰地全力办学... 他们不仅
预见到了会出现的问题，而
且能够避开这些问题，从
而对我们学校的运作几乎
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Colin Sweetman— 基督中学财务主管

“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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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项目
文化休闲
 �  惠灵顿Huia游泳池加建
 � 奥克兰市Albany游泳池
 � 惠灵顿蒂帕帕国家博物馆Gallipoli 

展馆
 � 阿什伯顿EA Networks休闲中心
 � 基督城Rangiora市政厅翻修
 � 奥克兰Devonport图书馆
 � 基督城Isaac皇家剧院
 � 奥克兰Ranui图书馆
 � 惠灵顿Shed 6/TSB礼堂
 � 基督城过渡期大教堂

惠灵顿Huia游泳池加建 Isaac皇家剧院

餐饮
 � 皇后镇Rydges酒店餐厅和酒吧 
 � 奥克兰天空城花蜜中餐厅
 � 奥克兰天空城中庭重建
 � 坎特伯雷Sushi Ya和Yoghurt Ya装修
 � 皇后镇机场Airspresso咖啡馆
 � 皇后镇Public Kitchen & Bar
 � 惠灵顿Spruce Goose 咖啡馆
 � 奥克兰天空城Masu日餐馆 

奥克兰天空城中庭重建 Rydges酒店餐厅和酒吧

Naylor Love公司的整个
团队不懈地共同努力，确保
了Rydges酒店的餐厅和酒
吧区的施工不超出预算并
准时竣工，满足了客户严格
的设计要求。”
Simon Brackstone— Nevis Rise咨询公司

“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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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项目
健康医疗市政

 � 惠灵顿哈特市议会行政大楼和会展 
中心

 � 惠灵顿国会(蜂巢)行政大楼一楼重建
 � 基督城坎特伯雷环保局 (ECan)  

办公室
 � 在因弗卡吉尔、但尼丁和基督城为 

惩教署承接的各种工程项目
 � 惠灵顿Shed39防震升级及装备
 � 但尼丁Tahuna废水处理厂

 � 但尼丁Mercy医院Manaaki日间外科
诊所 

 � 汉密尔顿Old Villa牙科诊所
 � 但尼丁医院Fraser大楼房顶翻新
 � 基督城坎特伯雷慈善医院牙科诊所
 � 惠灵顿Bupa Whitby养老院扩建
 � 瓦纳卡湖区保健中心
 � 基督城Burwood医院震后修复
 � 惠灵顿哈特医院‘Clip on’手术室

Manaaki的Mercy 医院 Old Villa牙科诊所坎特伯雷环保局办公室哈特市议会行政大楼 

为贵公司所取得的业绩要
祝贺你们和你们的董事会，
尤其是工地上那些为我们
工作的员工… 他们非常专
业，客户至上。”

Dame Margaret Bazley — 坎特伯雷环
保局委员会主席 

“ 他们的计划和交付准时到
分钟。我会极力推荐他们。
这是一个卓越、诚信、透
明、富有特性、值得信赖的
机构。”

Charl Eksteen — Old Villa牙科诊所经理

“

© Naylo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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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129 Diana Drive,  
Auckland 0627

31 McKee Street, Pukete,  
Hamilton 3200

Level 1, 275 Cuba Street, Te Aro, 
Wellington 6011

286 Cashel St,  
Christchurch 8011

78 Ward Street,  
Dunedin 9016

L2, 36 Grant Road, Five Mile Centre, 
Frankton, Queenstown 9300

Naylor Love公司，奥克兰 Naylor Love公司，怀卡托 /丰盛湾 Naylor Love公司，惠灵顿

Naylor Love公司，坎特伯雷 Naylor Love公司，但尼丁 Naylor Love公司，奥塔哥中部地区

T. 09 444 4346 
E. enquiries.akl@naylorlove.co.nz 

T. 07 839 7023 
E. hamiltonenquiries@naylorlove.co.nz

T. 04 586 3192 
E. enquiries.wn@naylorlove.co.nz

T. 03 374 6285 
E. enquiries.ch@naylorlove.co.nz

T. 03 474 1153 
E. enquiries.dn@naylorlove.co.nz

T. 03 442 2889 
E. enquiries.qn@naylorlove.co.nz

naylorlove.co.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