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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今/多云转阵雨

24℃～32℃

偏南风1-3级

明/多云转阵雨

24℃～33℃

偏南风1-3级

不走锦官城

哪有飞来景

火烧云

金镶玉

连日的雨水，将成都的天洗得干净透亮，连空气中都满是幸福的味道。昨

天傍晚，热情的阳光被云层遮盖，形成一束金光，天边镀上了金边，惹无数人为

火烧云和金镶玉拍照，你看到了么？

无论是在雨里，还是在艳阳中；无论是在九眼桥，还是在双桥子；无论是天

际的云彩，还是太阳的余光，走出去，锦城之美随处可得。

不过，昨天午后，温江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温度冲到了32.5℃，金堂、龙泉驿

等地更是有观测到34℃以上的高温， 成都也迎来了今年入伏以来的第一个高

“烤”日。根据预报，今天成都晴热继续，雨量达到暴雨级别的阵雨也随时可能

袭来。亲，出门记得打伞哦，既遮阳又遮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夕阳西下，双桥美如画 拍客

/

阿新 稿酬

100

元

“天眼” 拍客

/

漫步者 稿酬

100

元

九眼桥街景 拍客

/

一介 稿酬

100

元

霞光万道 拍客

/

好摄之徒

-

红黄兰 稿酬

100

元

2014

年

7

月

21

日，太阳落到云里，云层被一道金边围绕。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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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曾提出，

绿地集团在发展产业中，以“适度多元化

的战略”，打造绿地航母。他表示，基于规

避行业波动风险、 实现稳健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催生了绿地集团的产业多元化战略。

资料显示，早年，绿地商业集团、绿地

建设集团、绿地能源集团以及绿地汽车服

务集团四大综合产业集团成立，成为绿地

优化产业布局、着力做大做强做久做活的

有益尝试与探索。近年来，能源产业资源

整合、 现代服务业蓬勃兴起等战略机遇，

促使绿地进一步多元化布局。2012年，绿

地金融控股集团及绿地国际酒店管理集

团正式揭牌成立。

另外，绿地集团还以打造金融全产业

链为目标发展金融产业。从早期投资入股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东方证券等金融机构

的单纯财务性投资，到近年来先后发起成

立中国注册资本额最大的小额贷款公司、

入股锦州银行、控股盘锦商业银行、成立

融资担保公司及典当公司，并正式组建绿

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绿地金融正在以控

股银行为龙头加快金融板块整合，提升专

业市场竞争能力。

而作为集团最重要的业务经营板块，

2014年， 绿地集团的房地产业务目标是

2400亿元， 比万科制定的目标还多出400

亿元。绿地挑战万科的霸主地位，在外界

看来，加码商业地产是其与万科一决高下

的关键筹码。商业新项目加速入市、智慧

城市战略发布、商业联盟成立、每一个有

绿地中心的城市皆提出中心论……一个

所向披靡的商业发展态势蔚然成型。

有资深业内人士指出， 作为地产全球

化领航者， 绿地集团一直以全产业链的面

貌示人， 从高端城市综合体到产城一体化

项目，从住宅开发到商业地产，从绿地建筑

到智慧城市， 绿地一直强调在每一个领域

的领先地位， 而这一雄伟目标在今天体现

出的是中国企业的国际风范。

（王胜波）

事实上， 绿地的海外开发规模在国内房

企中尚无人可比。年初，绿地集团向媒体公开

披露，2014年绿地海外销售目标将从2013年的

30亿元调高至200亿元。目前，绿地集团在海外

已进驻10国15城。

“在全球各大经济体眼中，来自中国的绿

地集团越来越成为最能代表中国房地产企业

发展的杰出典范。 绿地集团主动适应经济全

球化新形势、 全力加速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和

布局， 无疑为全球新一轮的城市建设注入了

崭新活力。”———这段话节选自去年10月11

日，全美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报纸

《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中国地产商挺进布鲁

克林》。

这篇报道除了对绿地纽约项目的标志性

及重要性展开介绍外，更着重阐述了绿地集团

作为中国领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地位以及投

资纽约房地产市场的意义。

今年7月4日，绿地再次成为国际知名媒体

追逐的宠儿。“中韩经贸合作论坛”期间，绿地

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接受了韩国主流媒体

《朝鲜日报》的专访，文章指出，绿地集团在韩

国济州旗开得胜、首战告捷，济州当地盛赞绿

地已成为在韩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市场美誉度

最高、开发项目规模最大、取得成果最丰硕的

企业。

“绿地把房地产竞争放在全球化的大舞

台之上，迅速提升了绿地的海外影响力和知名

度。”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绿地海外项目

所具有的高端形象及商务集聚功能，更将使其

成为所在城市规模扩容、产业能级提升、服务

功能升级的重要载体和深具标志性、影响力的

城市新名片。

7月7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最新

世界500强榜单：绿地集团位列世界500强

企业第268位，比2013年跃升91位，连续第

三年成功入围世界500强榜单， 上升为排

名全球第八、中国第六的企业。

同时， 绿地集团半年度经营业绩显

示：今年上半年实现业务经营收入1727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其中，房地产主业逆势实现较好发展，

实现预销售金额835亿元，预销售面积789

万平米，分别同比增长32%、16%。

从绿地国内布局来看，注重发展直辖

和省会级重点城市，已经成为当下地产企

业的拓展主流：从区域结构来看，绿地坚

持聚焦一二线及省会城市，上半年新增土

地储备42幅，其中一二线及省会城市占比

超过80%，土地面积7123亩，进一步夯实发

展后劲，“含金量高，资产优质安全，这是

企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从产品结构来看，

刚需住宅及一二线城市商办项目销售依

然占据主力，特别是商办产品在房地产板

块销售总额中继续占据半壁江山。

在海外市场，绿地集团先人一步拓展市

场，深化布局：“广度”上，今年上半年，绿地

新进入英国伦敦、马来西亚新山、加拿大多

伦多、 法国巴黎等4个城市进行投资拓展。

近日， 绿地还通过资产置换获取了西班牙

马德里、巴塞罗那两家酒店，并洽谈了包括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近10个项

目。“深度”上，逐步从单项目试水向深度

开发经营转变：美国洛杉矶绿地中心项目2

月开工，4月即开盘销售并取得较好业绩；

澳大利亚悉尼绿地中心项目启动二期销

售， 同时在当地追加投资并成功收购2个项

目。在“高度”上，绿地海外项目逐步加大海

外客户比重，跨国经营能力进一步提升。

王者绿地，驰骋世界的中国力量

国际化战略主导，狂飙突进的世界500强劲旅

绿地雄心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房企典范

绿地狂飙 备受瞩目的世界500强劲旅

多元之王 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强力引擎

本月，绿地重磅新闻频传。7月4日，“中韩经贸合作论坛”在韩国首尔召开，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

张玉良作为唯一中国房地产企业受邀访韩。7月7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最新世界500强榜单：绿地集

团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268位，比2013年跃升91位，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7月9日，绿地披露进军法

国的消息，在巴黎，距离香榭里舍大街仅1公里的核心商务区内，绿地将开发高度323米的超高层双子塔

及裙楼。323米的建筑高度将使其取代著名的伦敦“碎片大厦”，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第一高楼”。

成都绿地中心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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