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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 秘籍

商业地产的本质
“
不是轻资产”
访万科高级副总裁、印力董事长丁力业
一场收购， 因收购方为正
处于股权之争胶着期的万科，

国资企业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
限公司的下属企业。在被万科收

力集团成为了万科商业地产的
发展载体、开发和管理平台。 得

进入全新阶段的印力集团，也将
直面接踵而至的新挑战。 能否成

将向来低调的印力集团暴露在

购之时，印力集团作为国内大型

益于此，印力集团的规模大幅提

为万科唯一的商业平台？ 规模大

媒体聚光灯之下， 彼时有声音
认为印力集团将会是万科管理

商业管理集团，已经深耕商业地
产领域 13 载， 拥有完善的商业

升， 目前在全国 40 个城市拥有
100 个项目， 管理面积达到 850

幅扩大的同时，自身专业能力是
否能与之匹配？ 未来的新商业形

层的“退路”，引发了市场诸多
猜想。

产品线以及成熟的商业开发和
运营管理经验。

万平方米。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印力集

势下，印力又将作何规划？ 为此，
《中国经营报》 记者专访了万科

前身为深国投商用置业有
限公司的印力集团， 曾是深圳

随着股权之争落幕，万科与
印力之间的整合也渐入佳境，印

团的目标是在 3 年内能在商业
地产领域做到领先。 与此同时，

高级副总裁、印力集团董事长丁
力业。

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万科对印力
的这场收购？

1
外部的解读更多将万科收购
印力这件事放大到万科的股权之
争当中。 但如果单纯从万科和印
力两个公司层面看，收购却可以理解为是比
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万科正处于向城市配套

万科转型的重要一环

服务商转型期，战略目标需要发展商业；从印
力的角度，大股东黑石有退出的需求，而万科
与印力在客户方面的契合度很高，都是围绕
着老百姓的品质生活发展，因此，印力和万科

从目前的规模粗略地计算， 印力在商业地产领域似乎能排到前
三名前五名，但我们希望能做到数一数二。
《中国经营报》： 什么样的

基本上一拍即合。
根据万科对印力的定位， 印力是万科向

台吗？

契机促成了万科对印力的这场
收购？

丁力业： 万科在商业领域
的起步比较晚， 印力这几年虽

丁力业： 外部的解读更多
将万科收购印力这件事放大

然做得不大， 但是一直聚焦发
展购物中心领域， 具备一定的

到万科的股权之争当中。 但如

专业性。 此外，印力还拥有一支

果单纯从万科和印力两个公

具备市场能力的团队， 能够保

司层面看，收购却可以理解为
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万科

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看
来， 印力给万科带来的不仅是

正处于向城市配套服务商转
型期， 战略目标需要发展商

资产，还有团队能力。
开发商在发展住宅的过程

业；从印力的角度，大股东黑
石有退出的需求，而万科与印

中， 通常会配备相应的商业配
套比例， 万科目前所具备的规

力在客户方面的契合度很高，
都是围绕着老百姓的品质生

模为印力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
很大助力。 此外，万科品牌以及

活发展，因此，印力和万科基
本上一拍即合。

合伙人机制、 企业文化都是非
常优秀的。

根据万科对印力的定位，
印力是万科向城市配套发展服

我们确实希望能成为万科
在商业领域的唯一平台， 但这

务商转型的重要一环， 万科希
望印力能在商业地产领域做到
数一数二、领先领跑。 在印力以

城市配套发展服务商转型的重要一环，万科希
望印力能在商业地产领域做到数一数二、领先
领跑。 在印力以往的股东中，包括华润、凯德、
黑石等，对印力确实有所帮助，但是类似万科
这样定位明确的企业，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没有

丁力业简介
丁力业现任万科集团
高级副总裁、印力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 1964 年
出生于浙江，1989 年毕业
于上海同济大学市政工程
管理硕士专业，2012 年毕
业于长江商学院 EMBA。
1989 年 ~2003 年，曾
任深圳市建筑设计院高级
工程师、深圳国际信托投资
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深圳
信托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
经理。 2003 年 4 月，创立深
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深国投商用置业更

过。 所以这对于印力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名为
“
印力集团”。

商业地产本质就是
一个重资产行业

事业近 20 年， 成功创造了

丁力业从事商业地产
以
“
印象城”为代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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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商业地产开发、运营
及资本运作模式，率先将全

商业地产本质就是一个重

球最大零售企业沃尔玛引

资产行业，从理论上看，我们并未

进中国。并引入新加坡嘉德

想办法把它做轻， 因为这是它的
本质。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管
理的规模应该做到数一数二，不是我们本身
拥有的资产一定数一数二。 这个管理的规

置地、摩根士丹利、美国西
蒙集团、高盛、凯雷等国际
名企作为集团战略合作伙
伴，实现累计共同开发管理
商业地产项目逾 70 个。 因
丁力业的促成， 公司于

取决于印力本身的能力， 而不
是简单的一个行政命令。 在万
科的文化里有一个赛马制度，

模， 和现在大家所谓的轻资产有点不一样，
很多人所谓的轻资产是指纯输出管理，自己
对这个资产的投资属性、对资产责任感没有
一个很高的黏合度。 事实上，如果对资产不

股东；2016 年正式成为万

往的股东中，包括华润、凯德、
黑石等，对印力确实有所帮助，

你做得好是你的，你做得不好，
都给你也不对， 因为做不出业

负责，是很难管理好的，所以印力在所管理
任何一个资产里都拥有一定比例股权。

但是类似万科这样定位明确的
企业， 在我的记忆里应该没有

绩来。
从目前的规模粗略地计

秉持着对资产负责任的态度是首要条
件，印力希望在保证公司正常的现金流、保证

物”；2011 年 ~2013 年，获

过。 所以这对于印力而言是一
个很好的机会。

算， 印力在商业地产领域似乎
能排到前三名前五名， 但我们

公司持续发展的同时，用一种机械化的模式，
比方说合作的模式， 来快速地扩大自己的规

人物；2014 年 1 月， 获颁

《中国经营报》： 万科并不
以商业地产见长， 在整合完成

希望能做到数一数二。 尽管还
有一定距离， 但也希望能尽快

后，印力成为了万科商业地产运
作的主要平台，但会是唯一的平

达成， 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期限
是 3 年。

模。而在这种模式当中，印力有股权投入，也有
印力的团队参与管理， 项目跟我们黏合度非
常高，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轻资产模式。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做商业地产，
前期对于选址、规划、建设都已经很专业，那
么后期的运营、资产管理也得跟上，因此印
力就形成了所谓的投、融、管、退这么一个闭
合的商业地产全价值链，在商业地产的每个
环节，我们都是主角，把每个环节串联起来，
才能使得商业地产本身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全价值产业链
在商业地产的每个环节，我们都是主角，把每个环节串联起来，才能使得商业地产本身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中国经营报》： 目前国内
大部分商业地产项目仍处于
“
重
资产”运营，很多企业也在尝试

公司持续发展的同时， 用一种
机械化的模式， 比方说合作的
模式， 来快速地扩大自己的规

司内部必须有具备各种能力的

“
做轻”，你认为怎样的模式才能
适应中国商业地产市场？ 印力商
业地产全价值链业务模式是否

模。 而在这种模式当中，印力有
股权投入， 也有印力的团队参
与管理， 项目跟我们黏合度非

谙资本运作之道，2017 年 10 月，
印力集团发行首个 CMBS（商业
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前

么时候开放， 在还没开放之前，
我们做了一个准 RELTs 或者内

适合？ 该模式有哪些优劣势？
丁力业： 商业地产本质就

常高， 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轻
资产模式。

对于商业地产而言， 融资环境如
何？ 未来资产证券化是否是商业

CMBS 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发展
的速度也很快， 我们 2017 年就

是一个重资产行业， 从理论上
看，我们并未想办法把它做轻，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做
商业地产，前期对于选址、规划、

地产的大趋势？
丁力业：商业地产投资回报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发了一次
CMBS，而这次的发行成功也意

因为这是它的本质。 但从另外
一个角度出发， 我们认为管理
的规模应该做到数一数二，不
是我们本身拥有的资产一定数
一数二。 这个管理的规模，和现
在大家所谓的轻资产有点不一
样， 很多人所谓的轻资产是指
纯输出管理， 自己对这个资产
的投资属性、 对资产责任感没
有一个很高的黏合度。 事实上，
如果对资产不负责， 是很难管
理好的， 所以印力在所管理任
何一个资产里都拥有一定比例
股权。

建设都已经很专业，那么后期的
运营、资产管理也得跟上，因此
印力就形成了所谓的投、融、管、
退这么一个闭合的商业地产全
价值链， 在商业地产的每个环
节，我们都是主角，把每个环节
串联起来，才能使得商业地产本
身的价值实现最大化。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的
专业能力和目标的协同性很重
要，比如在我们很多的开发过程
当中，涉及到经营管理，如果不
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往往开发出
的东西不一定适合，经营管理的

周期长，经营能力强不强带来的
经营风险比较大，因此融资环境
一直都比较艰难。 我们比较荣
幸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发
展，经营能力获得金融机构的认
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日子相
对同行好过一些，已经度过了经
营机构的不信任期。
我记得 2004 年的时候，人
家都担心你的项目 3 年以后能
不能开业， 开业后租金能不能
做到一定的水平， 现在基本上
能放心了。 但不管怎样说，租金
都是一个比较长的回报周期，

味着我们在资本市场又打开了
一条路，对于我们整个公司的持
续稳健发展非常有帮助。
未来我们一定会往这个方
向 继 续 努 力 ， 但 是 ABS 和
CMBS 对 资 产 本 身 的 质 素 ， 对
运营管理的能力有一定 要 求 ，
千万不能做成以后说， 等项目
价值上去就卖掉， 我觉得这样
又会把这个市场搞砸， 所以我
希望在这方面一定要有 门 槛 ，
监管也好，审查也好，要严格一
点，有真实的价值，能创造真实
的现金流， 你才能做资产证券

秉持着对资产负责任的
态度是首要条件，印力希望在
保证公司正常的现金流、保证

人对开发不了解， 也比较困难。
所以，公司内部管理能力相对于
外部管理能力显得更有价值。公

公司要发展， 单凭租金很难跟
得上。 所以现在资产证券化对
于租赁型、 持有型物业是一个

化， 如果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
个金融产品，设计结构卖掉，这
样是有问题的。

团队。
《中国经营报》：印力一直深

非常好的帮助。
但不管是宏观政策、还是法
律， 抑或是我们说的 RELTs 什

2013 年引入黑石作为战略
科集团成员企业，印力从而
成为万科商业地产平台。
曾于 2011 年 12 月获
评“
深圳百名行业领军人
评年度中国商业地产领袖
2013 年度“风云浙商”大
奖；2015 年以来，担任清华
大学苏世民书院荣誉院董。

RELTs， 叫 做 CMBS。 这 几 年

互联网格局下的新商业
数字印象不光是为了促销活动制定，还希望通过这种技术对资产进行管理，能够清晰掌握购物中心的人流、停车位、租售
比、客单价、销售额以及能够判断出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
互联网对于实体商业地产带来的
影响？
丁力业： 事实上这个问题
讨论了好几年， 从目前的情况
看，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是

种实体经济，或者说传统行业而
言，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利用
好这门技术，我不认为说这门技
术的出现就意味着传统行业会
消亡，如果自己不与时俱进导致
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脚步，却找借

量， 在此基础上的每座城市的
每个购物中心原本都只是一座
孤岛，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通过
“数字印象” 的手段打通彼此
间的数据隔阂， 互相参考、互
相使用。

控管理。
另外，“数字印象”是从线上
往线下引流的一种有效手段，能
够快捷地进行营销宣传，就能让
消费者清楚地知道这个购物中
心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线上线下的融合， 而不是将线
上线下对立起来， 彼此冲击。
2017 年有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阿
里、京东都在往线下走，新零售
应运而生。
互联网是一门技术， 这种
技术出现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

口说是因为互联网来了造成的，
是不对的。
《中国经营报》： 目前印力
在做的“数字印象”主要指的是
什么？
丁力业：用我们的说法，首
先得拥有一定的购物中心体

“
数字印象” 不光是为了促
销活动制定，还希望通过这种技
术对资产进行管理，能够清晰掌
握购物中心的人流、 停车位、租
售比、客单价、销售额以及能够
判断出其未来的发展前景。相较
于以往人工统计更精准，更好把

最后一点，就是通过“数字
印象”获得丰富的大数据，能够
清楚地了解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比如消费者多久来一次购物中
心，在这个购物中心喜欢哪个品
牌，实现精准营销，也为后续项
目的招商提供了数据参考。

深度

形成
“
投、融、管、退”的价值链闭环
3 年，这不仅是万科给印力设定的期限，亦是印力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在这个
限期内，印力作为万科目前的商业地产平台，需要在商业地产领域做到数一数二、
领先领跑。 因为丁力业相信，在万科的
“
赛马机制”下，唯有用实际成绩才能证明，印
力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万科唯一的商业地产平台。
成立于 2003 年的印力，彼时还是深国投商置，为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旗下
子公司，隶属于深圳国资委。 起初，由于沃尔玛进入中国的需要，深国投商置承接了
沃尔玛的
“
订单”，并以此开启了其商业地产之路。
一方面通过与国际零售商合作获得拿地便利，另一方面与摩根士丹利、新加坡
嘉德置地、美国西蒙地产等海外资本巨头建立合作，获得海外成功的招商运营能力
支持以及强大的资金后盾，在此期间，深国投主要扮演着拿地和开发建设的角色，
“
金融 + 开发 + 商业”运作模式雏形初显。
在这个过程中，深国投商置逐渐意识到商业运营能力的重要性，并在 2007 年开
始谋求转型，随着 2008 年外资合作伙伴受到金融危机的侵袭，陷入资金困局，寻求退
出，深国投商置开始组建自己的商管团队，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地产运营之路。
经过将近 15 年的发展，在沉稳、踏实的丁力业的带领下，一直专注于购物中心
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并且稳步发展，虽已初具规模，但未显现大举扩张之势。 主要
原因取决于控股股东的风格，无论华润还是黑石，对于印力的发展规划都未过多地参
与，而万科则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不过，在丁力业看来，厚积才能薄发，唯有积攒了足
够专业的能力，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逐步接管运营万科的商业地产资产包之后，印力的规模得到大幅提升，在全国 40
个城市拥有 100 个项目，管理面积达到 850 万平方米，为了便于管理，印力亦开始参
考万科的管理运营模式，设立了北京、上海、广深、杭州、西安、武汉 6 个城市商业公司。
经过将近 15 年的发展，印力已经具备商业地产领域的专业运营能力，拥有一
套完善的商业地产
“
全价值产业链”业务模式，贯穿商业地产项目拓展、开发管理、
资本管理以及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并形成了一个
“
投、融、管、退”价值链闭环。
早年与外资伙伴磨合的过程中显现出的本土化招商不足、投资回报率低、资金退
出渠道受阻等问题，也让丁力业意识到必须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印力在价值链的
每一环都必须有专业的团队，并作为主角亲力亲为，否则很难实现对
“
质”的把控。
得益于对质量的严格把控， 印力所运营的商业地产项目因为资产优质在国内资本
市场获得了认可，其首单 CMBS 发行期限达到 12 年，高于目前国内一般 10 年的期限，
发行总规模达 37.9 亿元，已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
丁力业表示，资产证券化对于租赁型、持有型物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未
来，印力将继续积极响应国家
‘
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的精神，不断
创新，脚踏实地地推进优质商业项目的资产价值不断提升。 ”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郭敏敏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