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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业务受挫辉煌不再？

老牌港资房企瑞安遭遇人事大地震
本报记者 杨玲玲 上海报道

老牌港资房企瑞安房地产
有 限 公 司 (0 0272.HK， 以 下 简 称
“瑞安房地产”)近期遭遇人事大
地震。
根据媒体报道，包括瑞安管理
执行董事、 丰诚物业董事长郭庆，
瑞安房地产瑞虹新城项目总监及
中国新天地市务推广及策略传播

总监刘梦洁， 成本测量部总监

产的先锋。 不过近年来，随着内

安房地产企业传讯部相关负责

Frankie Lai，瑞安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剑锋，前瑞虹商业总

资房企的迅速崛起，港资房企颓
势渐显，辉煌不再。 其中，瑞安房

人回复 《中国经营报》 记者称：
“我们尊重公司每一位员工在其

经理张良军等在内的一批老臣相
继离职。

地产就是港资房企内地发展的
一个缩影。

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所做的选
择。 公司人员流动是正常现象，

外界认为， 这批老人的出
走，可能意味着瑞安一个时代的

据了解，在数位离职高管中，
郭 庆 加 入 瑞 安 已 经 有 21 年 ， 刘

公司也会招募更有经验的人加
入瑞安房地产，以助力公司在未

彻底结束。 回顾过去数十年的发
展，包括瑞安在内的众多港资涌
入内地掘金，一度成为中国房地

梦 洁 在 瑞 安 工 作 也 有 17 年 之
久。 针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以
及公司内地发展计划等问题，瑞

来的发展过程中，注入更多活力
和创新精神，从而继续打造更高
品质的综合社区。 ”

内地业务收缩老臣相继出走
随着内地房企的异军突起，瑞安房地产开始感觉水土不服，不
得不抛售内地物业以回笼资金，有收缩内地战线之势。
瑞 安 房 地 产 2017 年 年 报 显

批离职高管，过去几年间，包括蔡

示，现年 43 岁的郭庆于 1997 年加
入瑞安房地产，在中国房地产发展

玉强、黄勤道、尹焰强在内的老臣
均已相继离开。 市场观察人士提

行业拥有逾 21 年工作经验。 郭庆
曾出任瑞安房地产武汉天地项目
之项目总监，亦曾参与该集团于上
海的其他项目， 包括上海新天地、

出，公司老臣相继出走会导致人心
浮躁，且会阻碍公司长远战略的持

太平桥公园、翠湖天地一期及杨浦
创智天地项目。
郭庆持有同济大学城市规划
学士学位，他在构建该集团的管理
体系和流程方面承担重要职责，曾

史， 较早进入内地市场的瑞安房
地产，采取“低价囤地缓慢开发”

领导行政服务部、流程与信息管理
部，集团在武汉、重庆及佛山的房

续有效执行。
回顾瑞安房地产的内地发展

的重资产模式，以吃透土地溢价，
并大量布局旧改和商业地产物
业，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项目当属
上海新天地， 以及上海卢湾区旧
改项目。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 2012 年起，瑞安房地产主席罗康瑞在出售物业上已经套现将近 500
亿元。

本报资料室／图

“边买边卖” 港资房企内地投资逻辑何在？
“
恒隆对内地市场充满信心，并预期我们的业务将持续增长。 ”
过去数十年间，以瑞安房地产、

作频频，在 2017 年 9 月的苏州土拍

九龙仓、恒隆、长实等为代表的港资
房企涌入内地掘金，曾引领中国房

中， 九龙仓先后以 8.17 亿元、17.15
亿 元 及 22.89 亿 元 竞 得 24、25、27

地产市场发展方向。 不过近年来，
随着内地房企的异军突起，港资企

号地， 总拿地价 48.21 亿元， 新增
18.76 万平方米土地面积。

业逐渐显露出颓势，包括恒隆、新世

而距离该次拿地不久，九龙仓刚

界、汤臣、长实等多家企业均在陆续
减持内地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抛售非核心

以 10.97 亿元总价、楼面价 3.65 万元 /
平方米、 自持比例 25%竞得杭州三塘
单元宅地。短短两天时间，九龙仓跨越

项目“瘦身”的同时，部分港资房企
也在购入优质资产，以加剧扩张步

苏杭拿下 4 宗地， 储备土地 19.83 万
平方米，一时在业界引起轰动。

伐。 自去年以来，港资房企在内地
市场频繁落子。 其中， 恒隆地产

记者观察发现， 九龙仓长期以
华东为布局重点， 目前其在内地的

（00101.HK）、九龙仓（00004.HK）两
家企业更是瞄准杭州、苏州，加大对
长三角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力度。

土地储备约 400 多万平方米， 其中
华东就有 200 万平方米， 分布于上
海、苏州、无锡、宁波、杭州等地。 该

日前，被誉为“
浙江省内最具商
业价值的地块”、地处杭州武林商圈

公司去年下半年至今所拿 19 块地
中，约有 12 块在苏州、杭州。

最核心区域的百井坊地块挂牌出
让， 最终被港资房企恒隆地产以

对此， 九龙仓集团相关负责人
回复称：“九龙仓对内地房地产市场

107.31 亿元拿下，这是杭州第三宗总
价过百亿的地王， 也是恒隆地产上
半年在土地市场的唯一一次出手。
据介绍， 恒隆预计投资约 190
亿元，在百井坊商业综合体地块发
展大型商业综合项目，包括世界级

抱审慎乐观的态度。 为应对内地市
场的变化，九龙仓近年已调整策略，
将原本分布 16 个城市的布局调整
至聚焦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广州
及深圳 6 个目标城市， 这有助推动
集团内地发展物业的业务。 ”

商场和办公楼。
“恒隆地产一直是着眼长线发
展的地产商，内地消费市场现已逐
步复苏，加上内地中产阶层崛起，以
及个人消费持续增长，成为中国重

据了解， 九龙仓计划今年在北
京、上海、杭州及苏州推出 7 个住宅项
目，全年的销售目标是 220 亿元，可售
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 今年的竣工面
积约 80 万平方米。“
集团将继续采取

了瓶颈， 不排除高层管理人员有

业拥有 5%股权。 合资公司的注册

换平台的想法。 同时，当前市场行
情预期不乐观， 也加速了企业内

资本由各股东根据股权比例分配
以现金支付，合资公司董事长由太

期间曾负责瑞虹新城项目整体策
划、定位及开发管理，住宅营销及

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内地房企
的异军突起，瑞安房地产开始感觉
水土不服，不得不抛售内地物业以
回笼资金， 有收缩内地战线之势。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 2012 年起，

部的换血。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7 月

保寿险委任。瑞房仅具有小股东身
份，对此公告中表示“符合轻资产

商业地产的全面管理工作，同时负
责中国新天地市务推广、数字化营
销及客户关系管理工作。
刘梦洁于 2001 年加入瑞安房

瑞安以 11.68 亿元出售沈阳项目二
期，到最近一次 2018 年 6 月，将持
有的彩桥控股全部股权的 50%以
45.89 亿元对价卖给大悦城旗下公

谨慎但积极的买地策略， 在目标城市

满信心，并预期我们的业务将持续
增长。 ”日前，恒隆地产集团传讯部

物色合适地块。 ”该负责人回复表示。
对于港资企业内地投资动向，

司，瑞安房地产主席罗康瑞在出售
物业上已经套现将近 500 亿元。

业务策略”。
长三角房地产观察人士提出，
随着内地用工成本逐渐上涨，以及
本土企业快速崛起，港资企业在发
展理念上与内地企业产生了较大

要的经济支柱，恒隆对内地市场充

地产，在营销市务及资产管理方面
拥有逾 16 年工作经验。 持有复旦

初，连续出售旗下优质资产的瑞安
房地产，联合太保寿险、永业集团，
以 136.1 亿元的总价拿下上海史
上总价第三高土地——
—新天地商
办地块，楼面价约为 44963 元 / 平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提到，恒隆一直对内地商业及零售

莱坊大中华区研究及咨询部主管纪
言迅此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大学 EMBA 硕士学位、 复旦大学
国际新闻本科学历，并为上海市虹

而如今， 老臣们又纷纷选择
离开，原因何在？ 对此，上海中原

采访时提到： 此前港资房企在香港
拥有大量土储，近几年来，随着内地

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认为，对
于部分港资房企来说， 发展遇到

差异， 发展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
化。 资金和土地带来的利润在减
少， 对企业的要求是紧随市场，紧
跟大市而动，这一点对很多港资企
业来说，有较大难度。

市场的发展非常乐观，这次入驻杭
州，正配合恒隆欲进一步扩大在内

口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最近这一

方米，溢价率 0.22%。
同日， 瑞安房地产公告称，就
该项目成立合资公司，其中太保寿
险拥有 70%股权，SODH (瑞房全
资子公司)拥有 25%股权，上海永

地投资的长远策略。
同时，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港资

房企进入香港拿地， 将地价大大推
高， 港资房企也在反思自身的布局

房企九龙仓近来在内地市场拿地动

版图，挖掘内地市场投资机会。

地产开发业务及集团的物业管理
业务。
同时，39 岁的刘梦洁在任职

58 集团“临感”黑科技亮相博鳌 安居客斩获“影响力首选房产服务平台”
文 / 刘晓爽

8 月 2 日，58 集团高级副总
裁 & 安居客 COO 叶兵出席主

58 云库大数据、“临感”VR 看房

集团联合观点指数研究院发布

力首选房产服务平台”。 安居客获

产品等核心技术为房产行业赋

《2018 中 国 房 地 产 行 业 发 展 报

得这项大奖，正是基于其数据流量

能，为经纪公司和经纪人提供高

告》，从行业趋势变革、资本投融

优势、产品更新迭代能力充分满足

质量场景营销工具。

模式、创新业务发展与消费多元

用户需求， 大内容战略提供丰富、

转型等方面解读楼市晴雨变化。

可信赖的信息，为用户买房卖房提

题为“地产归途，时间与未来”的

同时，叶兵与业内专家分享

2018 博鳌房地产论坛，并发表题

真知灼见，呼吁行业积极拥抱新

58 集团旗下房产服务平台——
—

供科学决策依据，成为
“
2018 中国

为“楼市晴雨，科技先知”的主题

科技，让科技创新真正实现为房

安居客还在当天夺得年度地产风

年度影响力首选房产服务平台”，

演讲。 演讲中，叶兵着重介绍了

产行业赋能。在论坛开幕式上，58

“
2018 中国年度影响
尚大奖，斩获

获得业界和用户的双重认可。

创新驱动房产行业再升级 未来必将想象无限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房

陈出新、洞察市场变化提供重要

全维度。 他表示，58 同城、安居客

产信息平台之一，58 集团在房地

导向作用。
科技， 代表着房产行业的

价值。 此外，叶兵对 58 集团其他

将致力于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

产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叶

未来。 在演讲中，叶兵优先展示

新近推出的科技产品也进行了

研究高科技的优质产品，让用户

兵在演讲中也提到， 近年来，58

了 蕴 含 巨 大 信 息 量 的 58 云 库

详尽介绍， 如安居客 X 博士、58

的安居生活更为便捷、 高效，让

同城、安居客、赶集网等在优质

大数据， 该产品能够精准呈现

智能客服、临感 VR 看房产品以

经纪人和商家更好地为用户服

产品、创新实践以及经营理念等

用户购房需求的演变和对于户

及智能车库等，这些智能产品矩

务，从而推动房产行业平稳快速

方面已经在行业中发挥了积极

型要求的变化等信息，为企业推

阵涵盖了找房、问房、看房、管房

发展。

于行业领跑地位。
58 同城、安居客、赶集网作

平台——
—安居客斩获“2018 中国

为 58 集团以及全房产行业的信

好地解决了系统自动深度学习，

年度影响力首选房产服务平台”

息服务入口，在二手房、租房、新

激光扫描方案、 拍照 3D 建模等

批量处理场景和规模化推广等

这项地产界的风尚桂冠， 房源信

房等领域实现三端流量互通，为

多项专有技术，从全球范围真正

问题，更利于经纪人和用户使用

息服务水平获得业界一致赞誉。

客户和用户提供更大的平台流量

户额外采购体积庞大、 价格昂

实现机器视觉、深度学习的第三

和体验，提升房产交易效率。

实际上，第三方权威数据机构的

价值。安居客以房产业务为依托，

贵、操作复杂的点云设备，同时

代技术，58 同城、 安居客将为经

“高质量的 VR 看房技术，

统计数据， 早已反映出安居客

进一步融通 58 同城在招聘、房

纪人和用户提供 VR 看房完美

将显著提升经纪人带看房的效

的 优 势 ， 根 据 QuestMobile 发 布

产、汽车、二手交易等本地生活服

率，数据的深度自动学习也将提

的春季数据报告，安居客凭借两

务场景， 基于三方平台的长期流

升用户筛选房源的准确度，降低

位数的高复合增长率进入“月活

量优势， 为客户和用户提供房产

的临感 VR 看房是真正意义上

无效房源成本。 作为国内领先的

跃用 户 规 模 增 速 TOP30（MAU

生活服务全链条服务体系， 也将

所迭代。 人工智能 2.0 时代的激

的认知。 据了解，“临感”有二维

看房经历了人工智能 的 1.0 和

光点云技术进一步改善了空间

2.0 时代， 早期，3D 建模技术依

分辨率和精度等问题，但需要用

赖激光扫描设备完成，由于立体
激光扫描的特点，房间中的家具
必须前后左右都要扫描到，否则

会产生海量的数据不利于存储

在模型中就会呈现出破损的画

和处理。 在房产经纪服务市场

面，除此之外，镜子和窗户等也

上， 有部分企业采用这种技术，

会对激光扫描产生巨大干扰，导

作为成立 11 年之久的全房
源发布网，58 集团旗下房产服务

临感全景领先同行业产品两代 VR 看房 3.0 真科技解决痛点
在互联网时代， 房地产 VR

斩获地产界大奖 安居客数据流量优势行业领先

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体验。
叶兵指出，58 集团目前使用

致 3D 模型出现严重画面残损。

基于对行业的细致观察和

的人工智能第三代技术，是领先

房产信息服务平台，我们相信 58

大 于 1000 万）APP 榜 ”， 并 以

助力房地产商户更好地实现流量

这就意味着，想要全方位获取空

分析，58 集团推出“临感”VR 看

于市场上的双目立体视觉系统

同城、安居客在临感 VR 技术上

23.76%的复合增长率位列榜单排

效率最大化。

间信息，就需要相当长的前期拍

房，全面革新升级 VR 看房人工

和激光点云技术的升级产品。 区

的应用，将推动经纪人和购房者

名第 7 位。

摄和后期计算模型的时间。 因

智能 3.0，深度触及“看房难”痛

别于前两代建模修复繁琐、体积

双方的房源匹配效率，带来更好

此，让这种技术逐渐被新的技术

点，以技术重塑人们对看房环节

庞大、价格昂贵等问题，临感更

体验。 ”叶兵表示。

3 毫秒推选精准房源 2 秒解答用户疑问

58 集团高级副总裁 & 安居

不仅如此，安居客在 2017 年

客 COO 叶兵对来自行业和用户

App Store 和安卓主流市场都牢

的认可表示由衷感谢， 他认为安

牢占据房产类领先位置，APP 端

居客荣获“2018 中国年度影响力

月活用户超千万， 房源量增长约

首选房产服务平台” 大奖绝不是

据介绍， 目前每天有超过

通过聚合百万房源信息、6X1016

智能客服。 该产品具有百万条词

管和智能车库产品。 叶兵表示，

30%。 安居客上为用户提供服务

偶然。 正是基于多年的行业积累

3000 万人次在 58 集团旗下 58 同

交叉场景、3000 万用户画像，在 3

库储备且仍在不断更新升级，还

创新科技是房产行业永恒的推

的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 拥有

和用户服务， 安居客打造了满足

城、安居客、赶集网上找房，覆盖

毫秒内为用户推送最匹配的房

经过了千万次不同场景的训练，

动力，58 集团始终致力于通过科

品牌注册房地产经纪机构约 5 万

用户多元化需求， 让用户省心放

了全国近 5 万家经纪公司和超过

源。 让用户在海量房源信息中脱

能够在 2 秒内迅速回答用户的

技力量让用户找房、问房、看房、

家，排名 2017 年度互联网房地产

心的房源信息服务平台。 希望未

130 万经纪人。如何将海量房源与

离出来，大大提高找房效率。

各种疑问，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管房全过程更加轻松便捷，未

信息平台前列， 入驻安居客的经

来 58 同城、安居客、赶集网等平

用户的咨询需求。

来， 公司还将加大创新投入，以

纪人数达百万级， 覆盖城市及区

台的联合助力下，58 集团影响力

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创新，为产

域超过 600 城。无论是流量、房源

保持持续扩张， 引领房产信息服

业注入活力。

增长率，还是覆盖率，安居客都处

务科学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

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精确匹配，

为了满足海量用户在安居

从而提升找房体验？为此，58 集团

过程中的咨询需求，58 集团借助

此外，58 集团还在管房过程

研究出安居客 X 博士找房产品，

大数据、 智能高科技开发出 58

加入诸多科技元素，推出智能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