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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万达在成都的产品不断提升。一个是

传统的万达广场城市综合体不断升级，比

如蜀都万达广场就是在万达第三代产品和

第四代产品过渡中的一个新型城市综合

体， 是继锦华万达广场、 金牛万达广场之

后，万达布局成都商业领域的又一巨作，也

是成都西部二圈层首座真正意义上的重量

级城市综合体。项目占地约261亩，建成后

将集居住、购物、餐饮、休闲多种功能为一

体，打造成城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一站

式商业购物旗舰，是城西新的商业地标、居

住中心、城市中心。另一个则是将万达高端

业态引入成都，万达瑞华中心就引入了万

达的七星级酒店品牌万达瑞华酒店。万达

瑞华中心是万达集团在中国西部打造的七

星级地标项目，选址成都中心，人南中轴锦

江畔，毗邻政治文化中心，紧邻盐市口、春

熙路千亿商圈，坐拥黄金立体交通网，汇聚

了政治、经济、交通等城市顶级资源。其中

七星级瑞华酒店是万达集团旗下最顶级、

最奢华的自营酒店品牌， 目前全球仅有三

座。酒店建成后，将成为成都乃至中国西部

的名片。 七星级瑞华酒店为写字楼提供配

套，大大提升了写字楼的品质及形象，同时

七星级酒店的专业管理， 能保证写字楼持

续升值。目前，这两个项目已相继开盘，蜀

都万达广场商铺及住宅的火爆热销， 再次

展示万达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万达瑞华中

心写字楼劲销10层及近3万的价格，也证实

了万达在高端物业打造的实力。

未来， 成都不排除还会有类似万达文

化旅游城等项目的产品出现。可以说，成都

万达不再只是布局城市中心区域， 而是配

合成都市的多中心布局， 随着成都的城市

发展， 在成都二圈层周边郊县进行万达广

场的布局。

为什么是华润？

8月19日，华润置地发布公告称，受益于开

发和投资物业的收益上升，该公司核心净利按

年增长83.7%。这一数据证明，即使在调控的市

场之中，华润置地以稳健增长策略维护股东利

益还是收获颇丰。

国庆大假前，记者从华润置地成都公司获

悉，9月成都华润启动万人购房节以来销售一

路飘红，成都大区全年50亿元的销售任务已在

9月提前完成。华润置地，为何能在楼市调控政

策趋紧的2014年上半场突然发力，并在一线品

牌房企中最早完成年度任务？

“每月一个营销主题吸引全城关注。9大

在售项目覆盖除别墅外的所有产品线，主流住

宅释放需求， 高价值商铺引投资者追捧。”华

润置地成都公司相关人士提到，在应对市场变

化之时，华润的做法是拿出最有价值的货源。

据介绍， 目前华润的本地在售项目多达9

个，布局成都东西南北的多个热点区域。今年5

月起，成都华润频频出手制造市场热点，从44

天揽金15.8亿元的成都华润首届商业房交会

到9大在售项目联动的成都华润首届万人购房

节。有业内人士分析，正是因为对每一个营销

节点的把握和对市场的准确判断，华润方能提

前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毫无疑问，12年深耕成都，华润已经掌

握了城市核心资源，热销在情理之中。”分析

人士认为， 华润置地落子的项目不是在核心

区域， 就是在城市发展热点区域， 无论市场

如何调控， 华润物业都能较好地抵御风险，

也才能因为这样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核心地

段、 优质物业， 购房者选择的天秤自然会倾

向华润。

加注商业信心不减

熟悉成都楼市的某地产机构资深观察人

士表示，提前布局商业和主流住宅策略是华润

能够跑赢大势的关键。 记者从成都华润获悉，

在全年50亿元的销售任务中，所销售的商业贡

献约占3成，住宅占到了7成，其中项目成交金

额的排名分别为华润·二十四城住宅及华润中

心商业、华润·金悦湾、华润·幸福里。

有知情人士称，加注商业并不只是成都华

润的特色，从华润置地的全国战略来看，加速

商业地产开发和运营的步伐也提速明显。7月

26日，华润置地在深圳发布了致力成为“中国

商业地产领导者”的商业地产战略目标。数据

显示，2014年华润置地商业地产的总建筑面积

已经超过220万平方米，合作商家超1000家，合

作品牌逾2500个。其实，早在2010年3月，华润

置地就曾对外界表示， 预计在2015年左右，在

资产的比例和盈利贡献方面，商业地产所占的

比例要达到40%左右。在今年7月的商业地产战

略发布会上， 华润置地总裁唐勇称，2014年是

华润置地商业地产加速发展的一年，而2015年

和2016年将有更多商业项目面世。按照目前的

战略布局和开发速度，2017年和2018年， 华润

置地将迎来商业项目开业的高峰期。

据介绍，自深圳万象城开业至今，华润置

地通过积极探索，已将万象城成功复制到全国

22个城市。截至2014年，万象城的会员人数也

已突破30万人。在全国复制以万象城为主力品

牌和主导产品的城市综合体的同时，华润置地

通过积极探索和不断创新， 逐步发展出万象

城、万象汇和1234space多条各具特色的商业产

品线，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不是所有商铺

都有价值，华润2014年能够在商业地产的销售

中占得一席之地，显然是抓住了投资者对于高

价值商铺的需求点。”成都华润相关营销负责

人称，华润目前在成都所销售的每一个商铺都

可以被称之为“熟铺”，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或

临街地铁站点，周边拥有固定的常住人口和消

费力。有业内人士形容，华润在近两年所销售

的商业，都是人气等商气，想不火都难。

后市保持谨慎乐观

在成都华润提前完成全年50亿元的销售

任务后，恰逢央行公布了房贷新政，不少业内

人士认为， 此举是对于楼市调控政策的松绑，

对于开发商而言更是一项利好。

在国庆大假期间，网上就流传有“房企伺

机收回优惠或上调房价”的消息，此消息会否

对品牌房企后期的推盘定价有所影响？楼市是

否会因一纸利好而一夜回暖？华润置地成都公

司相关营销负责人称，一直以来品牌房企都会

对市场有预判，新政的确将大幅提振楼市消费

信心，伴随银行具体执行细则的落地，一些改

善性需求项目销售将会明显提升。

“虽然成都华润在9月就提前完成了全年

任务， 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公民，

华润不会在此时随意调动已推出房源的售价。

现在正在举办的成都华润首届万人购房节，给

出的仍旧是最具诚意的优惠措施。”华润置地

成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华润目前在成都市

区主力出货的货源全都占据稀缺地段，购房者

和投资者看中的是其价值，而并非细微的价值

变化。对于后市，他们保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

行动上华润也将为成都铸造更多的精品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余鸽

转型关键

把握“大形势”，抓住市场机会

2014年被地产界称为“地产转型元年”。除

了政策变化，更多体现在市场变化。“大企业在

新的经济变革下如何实现大成长， 在商业模式

急剧变革的市场迎接新挑战， 这是每个企业要

思考和转变的现状。” 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西

南事业部董事长孙志文认为， 开发商建住宅也

好，建商业也好，都需要提前把握住未来的市场

发展，运用创新思维。

从这个观点来看， 绿地的发展快人一步。

“国内转型、海外深耕”是绿地现阶段的战略

方向， 当中国房企在国内一线城市博弈时，绿

地已代表中国龙头企业拓展全球，物业遍布四

大洲11国13城。绿地集团目前累计在海外投资

已超过200亿美元，2014年海外业务收入将超

200亿元人民币，明年目标超400亿。

今年初以来，绿地更提出大规模应用全球

配置资源的能力，未来三年绿地轨道交通投资

将达五百亿，未来达到一千亿的收入，要跟着

改革政策的导向走。就在今年7月，绿地地铁投

资发展公司在沪揭牌成立，由绿地牵头组成联

合体在全国多地开展地铁投资开发业务。这和

绿地集团之前布局高铁地产产业的做法相比，

更强调了绿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资源整合

与产业协作，开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地铁沿线

项目全新增长点。

有心者不难发现，绿地去年发布“智慧城

镇计划”，并与IBM、中国电信、思科等共同启动

成立绿地智慧城市产业发展中心。 提出用科技

智能的建筑，构筑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合作圈，为

人居环境带来更高效舒适的体验。 而这一举措

也 是 今 年 8 月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年）》有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目

标和重点任务。

“市场为先，客户至上”，让绿地在面对城

市进程中，把控住了产业地产和人居环境发展

的关系。 正如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张玉良前不久表示：“我相信人口流向会

决定市场， 人口是一切经济资源的核心主体。

从历史经验看，人口流动和集聚，一向孕育巨

大商机。”从超高层战略到产城一体化发展思

路、智慧城镇、海外战略……都充分体现了绿

地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紧抓政策导向、经济快

速增长等新机会的准确决策。

战略重心

重视商业地产，西南首创

“

定制模式

”

从绿地集团全国来看，从2010年商业占比

25%到今年商业占比增大至50%， 这一变化充

分体现出绿地在地产市场的转型力度。以绿地

西南事业部来说，曾以住宅为开发主业的局面

已被完全革新，2014年绿地在西南地区开发、

销售的项目多为中心地段的大型综合体、超高

层项目。 根据绿地西南事业部相关负责人统

计，2014年绿地西南共有10个商业项目同时运

作，商业总体量超过300万平方米。今年前三季

度，商办产品的销售业绩占西南地区总销售量

30%以上。

“2013年绿地的商业地产出售部分占总销

售额的42%，在全国综合房企当中比例最高。而

且商业地产、产业地产的成长空间很大，去年

我们平均增长50%， 在产业地产方面的增长达

到80%， 这说明绿地的业务结构以及增长完全

符合市场需求。”孙志文表示，仅仅两年时间，

不断优化、创新其商业模式让绿地走出一条成

功的商业地产独创道路。

在西南地区，绿地首创“商业定制”模式。

据绿地集团相关高管介绍，定制模式以市场为

先、客户至上为出发点。旗下项目均有不同企

业投出橄榄枝进行前端接洽，从办公楼到酒店

再到商业街，均有上亿元至10亿元不等出售模

式。 如绿地中心的商业MALL是伊藤洋华堂亚

洲新概念店天空之城，绿地西南之窗其中整栋

写字楼被一家企业收入囊中。这种定制模式可

于合作方在建筑修建前期达成优化、设计的共

识，为商办产品提供更多个性化、差异化资源

的引入。 正如绿地集团一位高层所述：“商业

地产存在泡沫的不是购物中心个数，而是同质

化， 同质化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业态同质化，而

是思路问题。”

第四季度

完成任务靠产品说话

在最新颁布的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房地

产企业销售金额TOP50榜单中， 绿地蝉联二、

三季度桂冠， 从1~3季度整体来看， 绿地以

1328.0亿居金额榜第二，与排行榜首的万科仅

100余亿差距。 从绿地集团8月开始的拼力销

售，不断给出性价比优惠力度，业界纷纷预测，

绿地年初提出2400亿任务量，做中国房企销售

金额首位的目标可能性非常大。

在刚结束的成都秋交会上，据绿地方面提

供的数据显示，7天时间绿地成都旗下的住宅

销售总金额为7.2亿元， 住宅总套数达1005套。

商业部分也销售不俗 ， 其中绿 地 中 心

468MORE、绿地城、绿地缤纷城三大商业项目

中定制办公、定制商馆意向订单金额8.9亿。其

间，绿地给出的优惠力度也前所未有。

“剩下最后一个季度，限购限贷的放宽对

购房者来说是市场给出的利好信息，但要促成

下单依靠的仍然是企业品牌、产品品质和性价

优势。”绿地西南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绿地

西南地区的销售目标为150亿元， 目前已经完

成3/4，销售状态良好。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华润

商住齐驱，50亿年度任务提前“交卷”

万达

从“单兵作战”

到“多管齐下”

绿地

制造全球性话题 领跑定制商业

绿地的全球性新闻大事件在2014

年接踵而至：10月， 绿地集团655亿元

借壳金丰靴子落地， 成为A股史上最大

的借壳上市案例。同月，绿地在世界金

融中心纽约发出中国最强音：360亿重

金打造的纽约近30年来最大的超级综

合体———太平洋公园项目；9月，西班牙

首相单独与张玉良董事长就加快在西

班牙投资发展事宜进行深度交流……

绿地和其他一线房企最大不同，是其发

展路径充分体现国家战略高度。 那么，

喊出“赶超万科”口号的绿地即将如何

应对楼市白银时代的变化？

日前，华润置地举集团之力，集结全

国39座城市、72个项目及每天1000套特

价房源，启动国庆“放价”大型促销活动，

创下今年以来国内品牌房企最大规模的

促销纪录。对于华润置地全国重点布局的

区域成都而言，此次行动是让成都华润提

前完成了全年50亿元的销售任务，成为在

成都的一线品牌房企中唯一一个在金九

银十就提前锁定全年销售任务的。在今年

1~9月艰难的市场行情中， 华润凭什么能

够率先交卷？ 其战略布局有何独到之处？

在完成全年销售任务之后，恰逢央行公布

房贷新政，作为楼市风向标之一的成都华

润如何看待本地后市？

2014年，对于成都万达，是一个转变之年。

在万达深耕成都15年中，之前都是单项目操作。2014

年， 蜀都万达广场及万达瑞华中心两大项目同时亮相，未

来更不排除万达文化旅游城一类项目落户成都。

成都商报：

2014

年已过

3/4

，今年市场

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万达如何应对？

聂和平：

中国房地产行业开始进入白

银时代， 无论城市还是房企的分化都将进

一步加剧。上半年在全国普降的背景下，成

都销量虽同比下降20%， 但成交面积依然

高居全国榜首。究其原因：一是成都市场刚

需需求旺盛，去化周期合理，住宅基本保持

月均200万平方米以上的高销量，市场表现

健康。二是成都市场供需结构合理，长期以

来库存较稳定，市场泡沫较低，供销结构相

对合理。今年，万达在成都的发展迎来转变

之年。从“单兵作战”到“多管齐下”，蜀都

万达广场及万达瑞华中心两大项目同时亮

相， 成都万达从单项目运作逐步走向多项

目同时运作。 万达会更加丰富自身的产品

业态及产品系列， 也会随着城市扩展及格

局变化来布局相应产品， 始终引领这座城

市的发展。

成都商报： 今年万达成都公司遇到的

最大问题和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突破？

聂和平：

最大的问题是市场环境。成都

万达今年入市的两个产品从规划设计到后

期营销都做了很多调整。 如万达瑞华中心

就基于目前成都市场现状而推出。 成都良

好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能够吸引越来越多

的500强商家和企业，写字楼的需求缺口是

存在的。 但与理论相反的现实情况是写字

楼的高空置率， 绝大部分原因在于写字楼

自身的同质化。基于此，万达瑞华中心参考

全球领先的地标建筑， 遵循世界主流的一

体化办公方式，将七星级酒店、七星级写字

楼、七星级定制商业三种业态聚合衔接，为

顶级商务人士量身定制的高端复合业态模

式。这种崭新模式，不失为当前写字楼打破

同质化格局的一次大胆尝试， 在成都市场

独树一帜。 蜀都万达广场则是针对城市地

方的特点和城市消费体验的特点， 同时响

应成都市政府在郫县打造卫星城的战略布

局，打造全新第3.5代万达广场升级版的体

验式都会级商业综合体。

成都商报： 万达集团在今年有一个重

大战略发布，与腾讯百度携手涉足电商，被

喻为将改变商业格局， 这种新模式会不会

在成都有所体现？

聂和平：

万达O2O是要把线上线下打

通，融合思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电商注重

技术和产品开发， 各系统为主做好O2O运

营，线下整合万达20多年发展的全国各地的

万达广场、百货等，成都当然也包括在内。

万达、百度、腾讯将在打通账号与会员

体系、打造支付与互联网金融产品、建立通

用积分联盟、 大数据融合、Wi-Fi共享、产

品整合、 流量引入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万达电商今年将在全国开业的107个万达

广场开通电商服务，2015年开通万达所有

广场、酒店、度假地的电商服务，实现对万

达消费终端的全面覆盖；今年试运行期间，

万达电商会员将超过4000万， 明年将超1

亿。万达电商上线后，将与万达金融板块合

作，推出一系列互联网创新金融服务。

成都商报：剩下最后一个季度，万达的

策略是什么？

聂和平：

在银行信贷紧缩的市场背景

下，任何企业都应坚持高周转，短期以现

金为王。四季度开始，各大开发商为了完

成任务，会采取各种促销手段，进入以价

换量的放量窗口期。同样，万达也会抓住

时机，一方面针对蜀都万达广场针对性制

定合理的价格及销售策略， 以 “快”制

“胜”，在市场下行压力加大下，加快项目

销售。另一方面，针对万达瑞华中心七星

级的写字楼项目，也会结合市场及客户考

虑，针对性的制定活动及渠道策略，保障

销售顺利完成。

成都商报： 如何看待明年和下一阶段

的楼市？

聂和平：

从长远来看，成都市场需求较

旺盛，房地产市场相对健康，未来整体的发

展还是向好。 未来更考验的是房企的运营

能力，地产白银时代，房企凭品牌和高周转

模式致胜。大企业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中型企业不进则退，小企业将逐步边缘化。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万达O2O：打通线上线下，发挥各自优势

专访成都万达商业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聂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