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灰色背景板下，

成都这一盏灯格外明亮。目前，经济增幅、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外贸出口增幅等主要经济指

标均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成都正在成为世界

资本发展的平台，成都正在迎来大发展的时期。

而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受国家整体政策调控

的影响，2012年并不是顺水顺风的一年， 房地产

行业和汽车两大行业的调整十分明显。而对于其

他很多行业来说，2012年的很多突变是革命性

的，诸如苹果的崛起、诺基亚的衰落。产业结构的

调整、消费行为的变化、消费者获取信息的变化，

世界改变的速度正在加快，有人倒下，有人崛起，

各种转变正在加速度地发生。

在这种背景下，成都商报选取成都50位行业

领袖，涵盖成都各个行业，包括房地产、金融、汽

车、家居、零售、餐饮等行业领军的企业领袖，用

一个字来描述他们感知的2012年成都经济生活，

最后13位企业领袖给出的年度汉字为转，因为13

票的领先优势，“转” 成为成都2012年度经济生

活的年度汉字。

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章焰提

选了“转”字，作为成都房地产行业的市场情绪，

吴章焰说：没有想到，上半年悲观停滞，下半年峰

回路转打开局面。 绿地集团西南事业部董事长孙

志文分别从行业和企业角度给出两个年度汉字，

一个是行业的“转”字，一个是企业自身的“竞”

字。据成都商报记者统计，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

和金融行业选取“转”字作为年度汉字的最多，而

消费为主题的百货业、商场等，提选的年度汉字比

较多元化，红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选取“博”字作

为年度汉字。微博上粉丝众多的曹世如表示：在数

字化时代， 红旗连锁在2012年习惯了通过网络与

消费者沟通。

13位企业代表，

提选“转”作为年度汉字

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章焰表

示： 房地产行业上半年行业内一片悲观情绪，降

价跑量，把开发商憋坏了；没想到到了下半年，刚

需爆仓一发不可收拾， 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有

的房企因为跑量太快发现土地存量不够，有的放

房迅速拿地迅速推盘。 总的来说，2012年的楼市

先抑后扬，这种转变促成的市场销售结果大大超

出了房产企业的预期。而这也成为房地产行业的

很多企业老总的心声。

面对汽车行业在2012年的转折，港宏汽车总

裁谭红岗也题写了“转”字。他表示，汽车行业最

大的转变，是利润来源的重心从新车销售进一步

转向售后方面。去年，新车销售与售后服务大概

占比为4：6， 而今年港宏的新车销售利润大概占

两成，其余八成为售后服务。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和价格战的升级， 新车销售的利润大幅下滑，

让经销商必须依靠售后服务来盈利。 富森·美家

居作为家居行业的代表，也选了“转”字，富森·

美家居副总经理吴宝龙表示，2012年的转变之

大，变幻之急，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转变，

是家居行业在2012年的主题词。成都王府井百货

副总经理赵英明认为，在今年整个零售行业链条

上，各个环节都发生着转变。就卖场而言，首先体

现在由单纯的商品销售转变为生活方式的推荐。

在商品内容上，不再局限于零售业本身，转向加

大体验和休闲功能性业态。

零售业，

选择“突”字比较多

万达百货选择了“突”字来概括行业和企业

自身，一是万达锦华店的业绩突破，其次是金牛

万达广场的开业。成都美美力诚百货执行董事陈

龙告诉记者， 今年成都零售行业发展突飞猛进，

购物中心和奢侈品的发展都很迅猛，奢侈品的发

展尤其突出。凯丹作为成都首家来自欧洲的购物

中心，所以突破和创新成为凯丹的主题词，“突”

字也是凯丹广场2012年的年度品牌文化。

伊藤洋华堂中国总代表三枝富博选择了调

整的“调”字来描述行业的企业自身。三枝富博

告诉记者，“调”即“调整”，在以消费拉动经济

的整体方向中，既有的物贩、服务，只有不断地调

整自己才能够得到不断的增长。 也有企业代表，

从突围的角度，选择“突”字。新元素奥迪总经理

邓囿文告诉记者，2012年， 车市告别了疯狂增长

的高涨期， 开始进入了正常状态。“我认为微增

长的状态才是一种健康、稳定的状态，车商要在

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有所作为， 必须要有进取心，

要有过人之处。企业要做得好，才能生存发展，才

能突出重围。”

汽车行业，

蓄势选“蓄”字

东风雪铁龙西南大区主任王兴邦选择了

“蓄”字，他表示，2012年，汽车进入了一个低速

增长期，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任何一

个行业的发展都会有一个快速发展、调整、蓄势、

新一轮发展的过程，今年速度慢下来后，让厂商

可以静下心来进行总结、调整和蓄势，迎接新一

轮的发展。这个过程其实更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

比亚迪川西大区经理邓科认为，2012年，自

主品牌整体来讲都处在一个积累和蓄势的状态，

经过多年积累，相信在未来两三年，自主品牌会

迎来一个收获期。华星汽车集团董事长助理邓忠

也认为汽车行业应该用“蓄”字来表达，他表示，

今年虽然汽车市场销量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增

速，行业内有一种失落感，其实，整个行业除了新

车销售外，还有很多增长点，例如各种衍生服务。

未来，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汽车价格会越来

越透明，新车销售利润也会降低，所以，需要人员

的培养、市场的培养以及成本的投入来蓄势。

实！

不是果实是务实

三和集团总裁张德鹏认为，务实是车市生存

的第一法则：2012中国车市进入低速发展期，对

于汽车经营商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面对汽

车市场前所未有的库存压力和血雨腥风的扩张

并购，三和坚持扎扎实实做品牌、踏踏实实搞本

行，在汽车服务行业稳健迈进，以实为本。

四川广博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岱坦言，这

个“实”并不是“果实”的“实”，而是“实在”的

“实”，在现今汽车行业，唯有踏踏实实地做实实

在在的事情，才能收获成功。

红星美凯龙成都地区总经理吴幼宁说，红星

美凯龙最想说的年度汉字就是一个 “实”。“实

实在在的实，真抓实干的实，这个实，与红星美凯

龙今年迈入百MALL时代相关， 与家居行业

今年的务实相关， 也与红星美凯龙给成都市

民的服务紧密相连， 红星美凯龙坚持产品服

务品牌设计消费的五实。” 居然之家成都店

总经理李卫东也选择了“实”字，在李卫东的

眼里，2012年的居然之家用“实”字来形容最

合适不过了。

成都商报记者 刘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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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房企表现

是哀兵必胜。因为上

半年行业内一片悲

观情绪， 降价跑量，

保利旗下也有几个

楼盘采取成本价价

出售卖 。 到下后半

年，不少房企跑量太

快发现土地存量不

够 ， 又开始大量拍

地 。

2012

年的楼市

就是柳暗花明又一

村，但本质原因是房

企把土地变现为货

币，跑量保生存。

总的来说，

2012

年沉闷开局， 强势收

尾。 年中刚需市场购

买力爆发，为

2012

开

发商找到了出路。在

这个基础上， 保利也

取得了超越去年的销

售业绩。 因此，

2012

年是一个峰回路转的

转折之年。

会

展

旅

游

集

团

2012

年， 伴随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

模式的步调进入关

键时期，中国房地产

市场已显现出它自

身的同步色彩。转折

成为它的关键词。

经过

15

年探索

和实践，会展旅游集

团已形成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在中国多

个城市留下了它的

印记。在房地产业务

上，会展旅游集团已

经不是单纯意义上

的地产开发，而是通

过整合资源，打造良

好的区域平台，让城

市 价值最大 化 。藉

此，会展旅游集团完

成了一个又一个城

市级项目，给它所在

的区域带来了巨大

能量。 会展集团

15

年来一直奉行企业

效益融入社会责任，

以社会责任塑造企

业价值，并永远坚持

社会效益是企业立

于市场竞争的上游

准则。这事实上为会

展旅游集团赢得了

声誉。

值此转折的关

键时期，作为一家紧

跟城市发展动脉和

服务城市经济的企

业，会展集团将一如

既往秉承“以创新创

造价值，用真诚服务

社会 ”的理念 ，在新

的一年里，愿意用更

多的努力和正能量

带给城市更多改变。

50位行业领袖热情参与2012年成都经济生活年度汉字评选

转，高票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