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6

编辑 / 石英婧 美编 / 范凡

特别报道

校对 / 陈丽

shiyingjing@cbnet.com.cn 611982653@qq.com

2018.8.6

CHINA BUSINESS JOURNAL 中国经营报

对话新城控股王振华：
“
戈壁滩上”的
“
骆驼志”
本报记者 张玉 石英婧 上海报道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现在，
40 年弹指一挥间。 40 年里，中国房
地产企业发展经历了从萌芽阶段
到野蛮生长再到逐渐成熟，百舸争
流，变化诡谲。
风云变幻的房 地 产 市 场 ， 慢
进就意味着退后。 公开数据显

示 ，2 004 年 首 批 百 强 房 企 中 仅
19 家 继 续 跻 身 2017 年 开 发 百
强 ，81% 的 公 司 已 经 被 挤 出 百 强

从 1993 年发轫于常州、2008 年突
破 百 亿 元 到 2018 年 成 为 中 国 房
地产企业前 10 强的有力竞争者，

“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一定
规模以后，很多企业会遇到瓶颈，
很难再往前跋山涉水。 我们虽然

名 单 ， 淘 汰 率 达 81% 。 2003 年 ，

新城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振华坦

实现了千亿目标， 但还要思考如

百强企业市场占有率总计仅

言，新城一直在思考，在不断挑战

何把新城推到新的高度， 大家要

14% ， 截 至 2017 年 ， 这 一 数 据 已
达到 47.7%， 强者恒强的趋势愈

和实现目标以后又树立新的目
标。“新城人前面永远有一座山，

有一个归零的心态，重新出发，实
现二次创业。 ”在集团成立 25 周

加明显。
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要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山， 跨越一
座又一座高山。 ”

年之际，王振华接受了《中国经营
报》记者的采访。

奋斗者文化就是创业文化
站在“千亿元年”的节点上，
王振华提出，要以归零心态，
实现二次创业。
25 年来， 随着新城的不断成
长， 王振华也对企业家精神有了
更深的了解。 在他看来， 爱党爱
新城控股董事长 王振华

“
住宅 + 商业”双轮驱动

国、持续创业、开拓进取、创新发
展、责任担当、服务社会是企业家
应该具有的职业精神和素养。

王振华提及，新城控股始终坚持“
住宅 + 商业”双轮驱动的战略。
淡蓝色衬衣搭配深蓝色裤子，
王振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低调、谦

2009 年，新城将管理总部搬迁
到上海， 并从战略上进行改变，由

米，同比增长 61.44%，成功跻身千
亿房企行列。 另据最新数据，今年

业版图，每一座吾悦广场的设计，都
融入了所在地的自然人文、 历史传

增长。
在住宅产品端，为满足不同客

和、有感染力。

原来仅在常州地区发展辐射到沪

1993 年，新城控股成立，王振
华和几个伙伴经历了艰苦的创业

宁线，并走向全国化，实现“1+3”布
局战略——
—以上海为中枢、长三角

1～6 月份，新城控股累计实现合同

统等特色元素，形成了“千城千面、

户群体的多维度需求，新城控股对

销售金额约 953.11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94.17%， 累计销售面积约

城城不同”的风格，着力打造“有情
怀、不复制、具规模”的吾悦广场，为

住宅开发产品持续进行优化和升
级，确立了包含新中式、现代、大都

期。“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
开发建设，那个时候，公司加起来

为核心，向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
部发展。

774.56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25%。

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社交和购物体
验。“
我们提倡吾悦广场在规划建设

会三种建筑风格的典雅住宅，并与
原有的“乐居”“圆梦”“尊享”三条

只有 5 个人， 共 100 万元资金，我
们从一栋楼开始，建了中凉新村共

2012 年新城控股上级公司新
城发展在香港上市，2015 年新城控

王振华提及，新城控股始终坚
持
“住宅 + 商业”双轮驱动的战略。

上，一定是和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这
样才有生命力。 如果没有文化的东

产品线交错匹配， 形成更丰富、更
具广泛适应性的新一代住宅产品

八期项目。 ”
1998 年，新城控股进入常州市

股在 A 股上市， 成为首家成功实现
B 转 A 的民营房企。 也正是从这一

“未来我们在住宅开发、 商业运营
上，会继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

西，生命是很短暂的。 ”
最新数据显示，新城控股集团

体系，更好满足居住需求。
据王振华介绍，除了聚焦房地

区，并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占据了
常州市房企的领先地位。 随着团队

年开始，新城业绩迅速增长。 数据显
示，2015 年，新城控股累计销售金额

8 月 1 日，新城控股集团旗下第 80
座吾悦广场落子南京雨花台板桥

目前在全国 65 座城市共布局 80
座吾悦广场，截至 2018 年底，吾悦

产，大的新城体系内还涉猎了儿童
乐园、电影院线、养老地产等。“像

及资金实力的逐步增大，年轻的新
城控股得到了快速成长。 2001 年，
新城实现 B 股上市，成为江苏省最
早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之一。

为 319 亿元，2016 年达到 650 亿元。
2017 年，新城控股共实现合同
销售金额 1264.72 亿元， 同比增长
94.39%； 销售面积 928.28 万平方

核心区域。 自此，吾悦广场正式迈
入“80”时代。
据介绍， 新城控股现已形成了
以商业品牌
“
吾悦广场”为引擎的商

广场开业数量将达 41 座。 2017 年
吾悦广场租金及管理费收入超过
10 亿元，今年会翻 1 倍，达到 20 亿
元的规模，未来几年还会保持快速

我们的威信广厦模块化建筑基地，
装配率可以达到 98.5%， 也是绿色
地产的示范企业，我们未来也会继
续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延伸。 ”

“
1441”布局 战略下沉三四线

王振华表示， 企业经营和社
会责任是统一且密不可分的。“把
企业做好以后可以增加就业、多
纳税， 为社会贡献主要是三个方
面：多养人，即多吸纳人就业；多
交税；多做慈善。 ”
事实上， 如何把企业和公益
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办好企业的
同时把公益事业提到比较高的位
置也是王振华一直在思考的事
情。 截至目前，新城对中国教育、
扶贫、救灾、拥军、体育等社会公
益事业的捐助， 累计已经超过 2
亿元。
站在“千亿元年”的节点上，
王振华提出，要以归零心态，实现
二次创业。“站在新的起点，我们
提出‘二次创业’，倡导奋斗者文

2018 年，新城控股的销售目标
是 1800 亿元。 在王振华看来，公司

线城市 40%，三线城市 40%，四线
城市 10%，基本上是这样的‘1441’

“新城主要的布局还是集中在
长三角、 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

管项目转变为现在区域公司管城市、
城市公司管项目， 形成总部——
—区

资放到表内，加强监管，所以出现
了资金紧张情况。 快速销售、提倡

化， 是希望全体新城人能够以归
零心态， 再次出发， 永葆创业激
情， 从这座山再跨越另一座更高
的山峰。 ”
新的发展阶段，新城将思而

要实现更大的发展，首先要从战略
上进行调整。 在布局上，新城控股

布局，接下来四线城市的占比还可
以适当提高。 ”

三四线城市，市场改善型需求很大；
中西部地区的布局， 主要是在都市

—城市公司——
—项目的四级构
域——
架，原先总部掌握的业务管控权限向

高周转、实现资金的快速到位是新
城确保现金流安全的第一步。 其

奋 进 ， 寻 找 走 得“快 ” 与“远 ” 的
平衡。 这位不断拼搏、永葆激情

1+3”的全国化布局模式，但
坚持“
要把工作做得更细。

王振华解释称，三四线城市市
场的快速发展主要由三方面的因

圈及其周边。 基于对当地市场的判
断，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增长期，

区域公司转移，让听得到炮火的人指
挥战斗。 四级构架之后，如何避免随

次， 新城借助境内外双融资平台，
通过发行美元债、 公司债、ABS、

“随着一二线城市持续严格调
控，我们在战略下沉，适当增加进

素造成：农民进城；棚改推动；改善
性需求的释放。 他同时表示，就三

农民进城、返乡置业、人才引进等需
求市场很大， 市场缺口大的城市就

之而来的流程审核变长？ 王振华直
言，这需要在管理方面下功夫，加速

ABN 等多种方式实现融资。 2017
年， 新城控股平均融资成本为

入三四线城市。 ”在王振华看来，未
来 3～5 年三四线城市都有比较好
的机会。“就新城来说，现在土地储
备的比例在一线城市大概 10%，二

四线城市而言，棚改的推动作用不
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于城
市化进程、农民进城和改善型需求
的不断增加。

是新城重点布局的方向。 ”他说道。
在下沉的过程中，要通过组织构
架的相应变革，来做细、做深、做透。
据王振华透露，公司由原来城市公司

流程审批的速度，提升效率。
同时，规模化发展离不开对融
资渠道的拓展。 王振华解释称，今
年的金融监管政策要求把表外融

5.32%。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新城
控股已发行总额度 13 亿美元的美
元债，6 月份， 总额 47 亿元的私募
债发行也已获交易所审批通过。

的 掌 门 人 用“骆 驼 精 神 ” 作 为 新
城的标签。“新城有执着的决心
和信心，我们倡导‘骆驼精神’作
为新城的一个图腾。 大家都知道
骆驼有耐力、有决心，坚持朝着
一个方向，而且有组织、有纪律
地前行，它一定会达到自己心中
的目标。 ”

在下沉的过程中，要通过组织构架的相应变革，来做细、做深、做透。

一位融创业主跨越 1800 公里的“走心”公益行动
文 / 秋田

融创太容易“走心”了。

18 个孩子，46 位临时家长，融

要性，知识改变命运，不断地学习，

业主有机会走近更多的山区儿童，

创要让孩子们这一次难得的上海

是他们走出芳武村、走向更大世界

关注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与成长。

研学之旅，万无一失。

的重要途径。

马洪前和志愿者们更新完英

7 月 23 日晚的上海， 空气清

方面知识。

新、霓虹闪烁，耀眼的东方明珠塔

那些甚至以往从课本上都不

静静地伫立在黄浦江畔，诉说着这

曾见过的“奇怪”生物，不但丰富

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和荣耀。

了孩子们的想象力， 也让他们第

马洪前， 融创的一位业主，今

公益行动，其实并不是只有物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

苗书屋以后， 在芳武村的主要时

年已经是第二次到访位于贵州黔

资、善款捐赠，“走心”的是陪伴、体

习环境，马洪前和融创不仅带来了

间，就是陪伴这些孩子们，一起聊

刚刚告别一场肆虐的台风，这

东南州的芳武村了， 因为路途遥

验、领会和共同成长。

一次明白，这世界原来除了高山，

不少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书籍，还准

天、做手工、看漫画、做作业，“对这

里迎来了 18 名 从 芳 武 村 跨 越 了

备了书包、文具、衣服、运动器材等

些孩子来说， 没有什么是比陪伴

1800 公里远道而来的小客人。

学习和生活用品。

更重要的事情了。几个孩子围绕在

抵达上海以后，乘坐大巴前往

在东方明珠塔 263 米高的观

自己身边，每个志愿者、每个孩子

酒店的途中，细心的马洪前和义工

景大厅，马洪前鼓励孩子克服恐惧

远，她和义工伙伴们甚至不能在当

今年融创组织开展的“英苗培

天赶到村子里，但为了赴约，马洪

养计划”，招募的志愿者、义工来自

前一行第二天一早继续徒步了 6

全国的四面八方，除了马洪前这样

芳武村只有一所小学，目前只

个多小时山路，抵达了芳武村。

还有大海和这些种类繁多的海洋
“精灵”。

的融创业主， 还有融创的员工，还

设有学前班、 一年级和二年级，学

的脸上都在泛笑， 感受到了满足、

们发现， 孩子们突然变得沉默寡

走上透明观景台，山里的孩子胆子

这是马洪前与芳武村的孩子

有其他行业、 背景的热心公益人

校一共 42 名学生，师资力量、教学

欣慰。 ”

言，他们只是拉长着脖子从车里往

会更大一些，孩子们克服恐惧的过

们的约定，去年离别时，马洪前给

士；除了物资捐赠，他们更觉暖心

设施都十分匮乏，王文艾是芳武小

外看， 黑炯炯的小眼珠四处搜寻，

程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在义工们

仿佛一下子要把上海从里到外看

不断的鼓励下，孩子们踊跃地迈开

个遍、看个透，小心翼翼地不留一

步子踏上观景平台上。

孩子们留了话，“
明年再来”。
时隔一年，马洪前再次见到芳
武村的孩子们时， 她觉得亲切，但
又觉得孩子们一夜之间都长大了，
百感交集。

的，是有机会陪伴芳武村的孩子们

学的唯一的老师，他兼任了学校 3

一起相处，了解这些纯朴孩子们的

个班级的全部课程和教学工作。

内心日常。

一位临时的“妈妈”
芳武村的孩子们都渴望将来

王文艾老师 1996 年从凯里师

走出大山，但是真当马洪前询问这

马洪前的义工联盟里，还有一

范学校毕业以后，在芳武村小学一

些孩子，“你将来想去哪里上大学

处地把上海记在小小的脑袋里。
从 7 月 23 日 一 直 到 7 月 27

义工们的陪伴下，也许只需要一句

像克服恐惧一样，在马洪前和

位特殊成员，是网球女双世界冠军

待就是 20 年。 芳武村的孩子大多

呢？ 北京？ 上海？ ”孩子们都会思索

日为期 5 天里， 参观长风海洋世

鼓励、一声叮咛，这些长期留守的

马洪前特别喜欢融创的公益

彭帅，她的到来，给芳武村的孩子

是留守儿童， 父母长年外出务工，

一番， 给出一个让她意外的答案，

界、东方明珠塔、自然博物馆、上海

孩子就能瞬间熟悉这个城市和他

行动，她感到温暖，芳武村的偏远、

们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惊喜。 为了这

缺少父母的陪伴，所以除了教学工

“我想去贵阳上大学， 因为那里离

电视台、迪斯尼乐园、上海科技馆、

们的
“
临时爸妈”。

贫困， 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艰苦，

次芳武村之行，她仍然选择调整了

作， 王文艾老师还要给孩子们做

但她说，“看着孩子们健康茁壮地

紧张的训练计划，手腕带伤亲身来

饭，操心孩子们家里的琐事，不能

成长，定期与他们重逢，自己能参

到了孩子们身边。

让孩子耽误了学习知识。

与其中，这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

家近。 ”

复旦大学、上海中心大厦……孩子

如马洪前的一位义工伙伴所

对芳武村的孩子们来说，似乎

们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马洪

说， 融创每年组织的公益行动，尤

翻过眼前的那座高山，或者更远处

前和其他义工们要像父母一样，一

其是今年的“英苗培养计划”，能够

直陪伴在孩子们身边。

在孩子们眼里，这位网球世界

王文艾老师告诉马洪前一行

的大山，似乎就有一个更大、更明

冠军，与马洪前等几十名志愿者一

义工们， 他和孩子们都很期待、也

亮的新世界， 它可能是省会贵阳，

对马洪前来说，这只是待在上

而不只是单纯的物质捐赠，“从埋

样，也是一位和蔼可亲、没有距离

很感谢义工们和融创能来芳武村，

可能是大城市上海， 但殊不知，接

海这座巨大城市的普通的 5 天，

一颗种子，到发芽长大，大家可以

马洪前到访芳武村的身份是

感的大姐姐， 大家很快地打成一

给学校带来投影仪、多媒体电视和

下来几天充当“临时爸妈”的融创

但对孩子们来说， 可能是回到芳

全程参与进来，持续关注这些孩子

融创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的一名志

片， 彭帅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打网

英苗书屋， 改善了小学的教学条

义工们，要带他们跨越 1800 公里，

武村以后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们的成长。 ”

愿者、一位义工，2017 年，马洪前在

球，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分享彼此的

件，孩子们恨不得一有时间就待在

将是数不清的大河与大川。

王文艾老师和小伙伴们津津乐道、

到目前，融创“英苗培养计划”

芳武村待了一个礼拜，融创安排的

故事。

英苗书屋。

不断被提及、回忆、憧憬和向往的

已经覆盖全国 34 座城市， 共有超

几年。

过 5 万人参与捐助， 帮助了 5750

又一次的重逢

支教活动让她有机会陪着孩子们
相处、接触，慢慢熟络。
今年，马洪前还有一个新的任
务和角色——
—
“临时妈妈”， 相应

融创为 2018 年“英苗培养计

让大家真实地接触到这些孩子们，

马洪前喜欢芳武村的这些孩

今年上半年， 融创在全国 30

划”创新地设计了“一进一出全面

子们，她有时候会问自己，“都说童

个城市同步启动了“健走未来·为

探访”模式，其中带着芳武村的孩

马洪前和融创都希望，在这短

名贫困地区的儿童，同时，还捐建

言无忌，可芳武村的孩子们为什么

爱不止步”活动，逾 3 万名融创业

子们出山去往上海开展一场研学

短的 5 天时间里，要让孩子们不断

了 30 余个爱心图书室和 3 万本少

这样懂事？ ”

主与融创一起奔跑，并将跑者的步

之旅，就是“英苗培养计划”的重要

开拓眼界， 感受到最多的欢乐，进

儿图书。

环节。

地， 芳武村的孩子们也有新的惊

在马洪前跟前，这些孩子总是

数转化为爱心， 最终达成 30 个城

而从诸多的事物、建筑、景观、游乐

未来，融创计划将英苗培养计

喜——
—融创安排了孩子们离开村

能像大人们一样，说出与他们年龄

市、3 亿步伐、30 座英苗书屋的公

走出芳武村， 刚到村子所属

场、科技馆里，在孩子们树立起正

划以及即将开展的美丽乡村振兴

子， 去往 1800 公里以外的上海开

并不相符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

益目标， 这 30 座 英 苗 书 屋 将 在

的剑河县，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问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

计划、古建筑保护等都纳入专业体

展一场研学之旅。

暖心、感动，又觉得心酸、揪心。 ”

2018 年全部落地完成。

马洪前和义工们，“到上海了吗？ ”

程里，产生一点点的影响，这件事

系， 将企业公益从单一的捐赠，向

马洪前和志愿者们这一次来

因为融创业主里像马洪前这

马洪前会一路上不厌其烦地跟孩

情的本身意义非常。

复合、 可持续生长的产业扶持、教

博物馆、上海电视台、迪士尼乐园、

到芳武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

样关注暖心公益行动的志愿者越

子们说， 从剑河县出发去上海，要

海洋世界，是孩子们上海行程

上海科技馆、上海中信大厦……这

孩子们更新“英苗书屋”，这是融创

来越多， 所以今年融创对之前的

继续乘坐 4 个小时的大巴到贵阳，

的第一站。 这里到处都是他们不曾

此外，随着融创公益体系的不

些地方会出现在芳武村孩子们的

2015 年第一次踏进芳武小学时，为

“英苗助学计划”进行了升级，组建

然后再坐 3 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

见过的各种海洋生物，白鲸、企鹅、

断成熟，融创中国义工联盟的招募

书本里、电视上，但可能在他们自

学校建起来的第一座
“英苗书屋”。

了一支涵盖北京、 华北、 上海、西

上海。

海狮、鲨鱼……马洪前和义工们耐

也将成为一种长效机制，让更多的

从小在艰苦的生活、学习环境

南、东南、华中、广深和海南八大区

心地给孩子们普及各种鱼的种类、

融创业主关注和参与到融创的公

里长大的孩子，愈发明白知识的重

域的融创义工联盟，让这些“走心”

习性以及所需要的生活环境等各

益行动。

海洋世界、东方明珠塔、自然

己走出大山之前，几乎没机会一次
性地出现在他们的童年生活。

一听到有机会坐飞机，孩子们
又兴奋不已。

育扶智等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