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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我参与打造运营了不少商业项目， 在全国更是

见过不少项目，但能够像蓝光这样拿出真金白银协助、

扶持商家经营，甚至是自己主动持有大量商业，带活商

业后再谈出售，这样的开发商我还真没见过。”周国庆

这样评价蓝光的商业地产开发运营模式。

据悉，蓝光日前刚刚发布“金种子商业计划”，计

划规定蓝光每年将拿出至少千万转向基金在商业项

目内搞各种造势推广活动协助商家做经营，而且蓝光

主动阶段性自持30%商铺， 蓝光就是要把商业打造好

了再说出售， 另外蓝光还成立专业团队协助业主招

商、经营、打理铺面等。蓝光内部人士透露，为了统一

管理确保经营成功率，蓝光以后在商业开发中会扩大

自持面积。

面对商业地产当前激烈的竞争环境，蓝光有着自

己的一整套理论。除了要有自持外，蓝光商业还要从经

营定位上让每条街区要做到差异化竞争、错位经营，找

准自己的特色， 为了招到一流商家公司甚至不惜代价

会去海外找品牌，尤其是要增加体验类业态，和其他购

物中心差异化的经营。

从风险控制上,蓝光每个商业体量均有严格控制，

不会盲目的贪大求全。蓝光商街定位于社区商业，面积

就控制在5到10万平方米， 如果是定位于区域购物中

心，那商业建筑规模就在约15万平方米左右。

一个自持比例占比较高、定位有自己特色、面积把控

准确、整体商业包装到位的商业中心，显然具备较强竞争

力。另外，蓝光还重磅推出了“生活家服务体系”，它就是

要让社区内的业主生活便利， 商业投资者能够分享到社

区商业增值的蛋糕。“商业开发不难，难的是如何存活，这

就需要专业团队强化服务。 蓝光商业的核心理念不仅仅

是卖街区，更要造活街区。”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重攻商业 蓝光打造“梦之队”

启动“社区商街+购物中心”模式，蓝光引入万达、伊藤洋华堂、凯丹广场等商业巨头多名高管

就在推出一系列眼花

缭乱的商业大动作同时，

蓝光商业地产 “梦之队”

宣告已经组建完成。 日前

在蓝光内部一次商业主题

会议上，8名蓝光商业运营

管理高管集体亮相， 其中

除了4位是加盟企业超过

10年的老蓝光人以外，另

外4名新人全部来自万达、

伊藤洋华堂、 凯丹广场等

知名商业企业。 蓝光商业

地产板块全行业高薪挖人

也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

注。

“商业地产开发和运

营将是蓝光今年布局全国

的重中之重， 目前蓝光集

合了业内最为优秀的商业

运营团队。”蓝光地产有关

负责人表示， 从全新的商

业地产豪华阵容不难发现

蓝光今年对于成功开发、

运营旗下商业的信心和决

心。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目前蓝光已经明确未来蓝

光旗下开发的综合性商业

均为 “红街”，“红街”将

包括社区商街和购物中心

两个大类， 蓝光红街战略

将是全国战略的重点。

27日下午， 蓝光新员工举行入职考

试，考试现场氛围显得严肃和紧张，与蓝

光商业地产新运营高管团队的采访也因

此中断。

“目前商管团队到位的高管目前已有3

位，今天他们都参加了新员工考试，他们分

别负责招商、商业运营以及计划管控，后续

蓝光商管公司也还会有新同事陆续到位。”

蓝光商业管理公司项目运营中心总经理周

国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蓝光可谓组建

了一支商业“梦之队”，他们均来自万达、凯

丹、伊藤洋华堂等知名商业项目。

周国庆还透露，参加此次新员工培训的

人数多达74人，他们分别来自工程、物业、成

本等各部门， 每月一批新员工三天封闭培

训，这次已经是第五批。另外，不仅仅是商业

部门招兵买马， 蓝光所有部门都在膨胀，蓝

光正在聚集来自全国的地产精英。

“来蓝光更多的还不仅仅是所谓的薪资待遇，更

主要是蓝光步入全国高速发展阶段， 大家都看好在

蓝光这个全国化平台上发展空间和机会， 大家相信

能够和蓝光一道获得快速成长。”蓝光商管公司招商

副总经理王时惠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蓝光企业发展

潜力已经有目共睹， 而且其商业开发更是充满机遇

和挑战，对于职业经理人而言蓝光充满吸引力。

只身从广州来蓉“投奔”蓝光的项目运营中心

总经理周国庆是第一次来成都，5月14日他办了蓝光

入职手续。据了解，来成都之前周国庆是碧桂园总部

招商运营总监，碧桂园目前国内5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周国庆就全程参与并主导了其中4个商业项目的招

商运营。 在碧桂园之前周国庆还是江西南昌凯德的

商业运营的第一负责人， 更早前他是湖北宜昌万达

和浙江宁波万达的招商运营副总。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没想到我是为一家企业

而来。”周国庆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早在去年9月蓝光

就已经向他发出了盛情邀请， 当时蓝光这家房企对

于周国庆来说还显得稍微比较陌生， 更没有意识到

蓝光这家“偏居西南一隅”的房企在去年、今年会爆

发如此大能量，“去年到今年蓝光一直邀请我加盟，

在这过程中也有央企、500强房企发来邀请， 说实话

最后是蓝光的诚意和魅力最终打动了我， 在了解蓝

光后我更加相信它的潜力。”

上月刚加盟蓝光商业管理团队的王

时惠已经有着15年的行业背景， 她曾供

职于三友百货、天府百联、成都万达、银

石广场等商业项目。“我个人的特长是购

物中心的策划招商和运营实施， 此次加

盟蓝光就负责蓝光购物中心项目的商管

运营， 在商业领域蓝光将呈现出更多元

化的发展。”王时惠表示，目前外界对蓝

光的社区商业“红街”已经非常熟悉，而

购物中心将是蓝光商业今年重点打造的

分支，东方天地、空港韩国城等都将是购

物中心形态。

显然，从今年开始蓝光商业板块将会

是“商业街区+购物中心”两条腿走路的

发展模式，之前蓝光在街区商业开发运营

商已经积累大量成功经营，而购物中心对

于蓝光来说之前尚未涉足开发，这也是蓝

光不惜重金从业内引入商业运营高手的

原因。

蓝光东方天地5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

明年即将启动， 同时蓝光空港韩国城正在

装修开业在即，另外韩国城的“DOOTA商

业中心”也即将启动。“蓝光未来会逐步增

加商业的自持比例，蓝光会通过持有物业、

购物中心的成功运营来造活整个楼盘，使

得住宅和商业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另据了

解，除了成都之外昆明的街区商业、购物中

心也即将转入运营打造阶段， 未来蓝光绝

大多数楼盘会形成“住宅+写字楼+街区+

购物中心”这样的模式。

每月一批新员工培训

这次是第五批

一起快速成长

蓝光地产网络全国地产精英

商业街区+购物中心

蓝光商业“两条腿走路”

商业模式

不光卖铺还要经营好

邵家桢

蓝光商业副经理

陈峰

蓝光商业总经

理助理

历任伊藤洋华

堂管理部经理

杨建中

蓝光商业总经

理助理

夏红

蓝光商业招商

总经理

王时慧

蓝光商业招商副

总经理

历任万达百货西

南区域招商经理

钱波

韩国城项目总

经理

历任仁恒置地、

凯丹广场高级

营运经理

康云

耍都项目总经理

周国庆

蓝光商业项目营运中心总经理

历任宜昌万达招商运营总经理、

碧桂园商业部招商营运总监

曾经，光华大道、大面、大源、华府、天府

门廊等板块是成都城市发展的热点板块，而

今年成都的区域热点毫无疑问集中到了北

部副中心。而这一区域的崛起将会是成都这

个拥有1400万人口大都市的城市级机会。

北部副中心规划显示：成都将形成南北

轴线发展， 北部将打造区域面积100平方公

里、人口100万的成都市“北中心”。而支撑

这一规划快速落实的是区域大环境的不断

利好：北改工程不断推进、大型招商引资项

目陆续落地、 大牌房企相继入驻……2014

年，北中心还将持续为城市提供亮点，城市

级公共配套、城市级现代服务业项目以及密

集的土地供应，这一系列动作促使全城聚焦

北部副中心带来的黄金机会。而金牛区所处

的北部功能区核心，则成为其中最受瞩目的

焦点片区。

北部副中心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来自

于其强大的产业优势和产业聚集力。 目前，

区域内已经汇集了成都国际商贸城、中铁轨

道交通高科技产业园、西部地理信息科技产

业园等一批龙头项目，涵盖了商贸、商务、现

代服务业、高科技等热门产业，而产业的巨

大聚合效应已经显现。

而在城市绿化和城市级公共配套方面，

北部副中心首次披露了“绿岛双城”规划理

念；而高档写字楼、酒店、学校、医院等配套

也在快速建设中；金牛区今年要对功能区内

15个重大交通节点进行改造……这一切都

标志着，成都进入城北时间。

发现成都“北中心”系列报道髵

全城抢“地” 房企大佬瞄准北中心

近期，成都土地市场显

得格外热闹， 恒大击败中

粮、蓝光、蓝润等一众强敌

终于杀入主城区；成都楼市

新兵鲁能集团更是一拍成

名，力克蓝润、恒大、蓝光、

新加坡丰隆，最终将中意地

块收入囊中；而蓝光在经历

了与金科、中粮、国嘉、恒大

等房企的一轮轮PK之后，

拿下了今年第一块主城区

地块……

今年成都土地市场在

经历了年初的短暂低谷之

后迅速回暖，区域价值屡创

新高、 溢价成交频现市场、

品牌房企豪气拿地……

“接下来，拿地的焦点将会

集中在北部副中心，特别是

其核心区———金牛北部功

能区。”有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 目前该片区已吸引10

余家大企业入驻，而且该区

域今年至少有11宗热门地

块要入市。而据金牛区投资

促进局相关负责人透露，6

月即将入市的两大热门地

块现在已吸引不少大牌开

发商关注。

万达、绿地、保利、龙湖等一大批的大牌房企，提

早感知到了城北的发展机遇， 已经先后在北中心布

局，而且都砸下重金打造标杆项目。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进入功能区的大牌房企已达10多个，并且每个项目

都是大体量、大投入，都是商业与居住合理规划的典

范项目。

例如，百万平方米综合体绿地城就规划了“3大功

能、7大业态”，而其202米的建筑高度更刷新了城北天

际线。另外，全球知名超五星级酒店涵碧楼的开发商台

湾乡林集团更是重金拿下凤凰山地块，将按照“中央

公园概念打造成都的曼哈顿”，未来将成为城北门户、

商旅基地、健康社区，并且涵盖七星级文化创意酒店、

主题娱乐中心、特色餐饮街、品牌旗舰店等高端商业配

置。

随着北中心建设进程加快， 大牌房企的相继入

驻，城北的宜居指数飙升，更多人愿意事业在城北、安

家在北中心。现在的城北，不仅有与城南一样的公园

绿地、学校医院以及商业配套，而且还有其他区域不

能比拟的产业优势，拥有更多的财富机会。城北一向

被誉为财富城北，而现在城北的财富人群结构也越来

越多样化；居住人群雄厚的财富积累为城北房地产市

场带来了强劲的购买力，而居住人群结构的多元化就

奠定了城北未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生活基调。

可以清晰地看到， 如今城北宜居指数直线提升，

项目规划更加大气、园林设计更具国际化、建筑立面

更具现代感、楼盘更具品质感、商业配套更加高端。而

与之相对应的是， 目前已经落户城北的大牌房企项

目，在整体市场较平淡的情况下，一路保持着漂亮的

销售业绩，这也成为未来企业加大在城北投入的资金

保障。

分析今年目前为止的土地市场不难发现，呈现僧

多粥少、争抢多的局面，在经过去年一年的消化之后，

房企大佬们都显现出“口袋粮少”的境况，拿地的欲

望显得十分迫切。而从目前市场的供应来看，主要集

中在成华区和武侯区，金牛区的放量显得十分稀缺。

数据显示，今年金牛区仅出让过两宗地，都是建

筑面积在6万平方米左右的小地块， 都快速被拿下，

完全不能够满足开发商对金牛区地块的需求。不过，

接下来金牛区将会推出11宗热门地块， 并且都集中

在北中心的热点板块。 日前， 通过金牛区投资促进

局， 笔者率先拿到了近期将推出的两宗地块的具体

指标。两宗地块都位于天回镇街道万圣社区，一宗为

106.4亩，一宗为142.6亩。其中106.4亩的地块计入容

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大于180953平方米；142.6亩地

块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不大于242398平方米。两

宗地块可兼容的商业面积均不大于10%，建筑密度不

大于24%，绿地率不小于30%。

据悉，两宗地块均位于北部副中心核心区，紧邻

中铁轨道交通高科技产业园和西部地理信息科技产

业园， 仅这两个产业园预计将提供十多万高层次人

才就业，居住需求十分旺盛。同时，相关土地拍卖数

据表明，这两宗地块是金牛区北星片区2013年至今首

次拍卖的住宅用地。一边是板块内巨大的居住需求，

另一边是区域供应量较少，万圣、石门地块未来的市

场机会已经显而易见。 加上两宗地块均为百亩以上

的大体量，是大品牌企业现金流快销项目首选地块，

有望打造成为成都又一个房地产销冠项目。

“由于知名房企在这三年中的集中发力，北星大

道3.5环周围配置了城北最集中、最高端、体量最大、

最为成熟的城市配套， 用三年时间走完了其他更早

发展区域十年的发展路程。”实效机构总经理吴昊认

为，城北城市功能配套规划逐渐完善，未来3年内将

全面落实， 优质的房地产项目无疑将为城北装上一

个比肩新会展的能量引擎。 而今年北中心核心区的

密集土地放量， 将加快城北聚合优质开发商的大型

城市板块，形成一股城市向北发展的向心力，对于希

望能够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开发商而言， 这绝对是

一个极佳的好机会。

（熊沙杉）

2014，成都进入城北时间

大牌房企争相进驻 城北宜居指数飙升

北中心大地块将密集上市

两宗焦点地块指标首次披露

凤凰山涵碧楼酒店效果图

金牛区近期将推出的两宗地块位置图

绿地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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