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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 厚积薄发 加快发展
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风雨兼程二十载，上海建工房产一路啸歌。 “十三五”以

来，面对“新常态”，公司提出“做深市场、做强领域、做精产品、

做优服务，努力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房地产开发运营商”的

发展战略，积极转型升级，全力拓展新市场、新领域，保持了公

司平稳健康向好的发展势头。

厚积薄发

坚定走市场化发展道路

20年来， 建工房产从1.5万平方米一个住宅项目起步，如
今已能开发单个项目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社区、150万
平方米的大型保障房居住社区， 每年的开发规模达400万平
方米。 销售额和成立之初比增长了100多倍。
建工房产紧随上海建工集团全国化步伐，开拓了徐州、南
京、苏州、南昌等城市，初步实现了全国化战略的第一轮布局。
一路走来，从普通商品房、保障房，到写字楼、科技住宅、
高端酒店、商业广场，再到现在参与的城中村改造、特色小镇
建设等，上海建工房产实现了产品结构、经营结构的初步转
型；通过参与市场竞争，经受了市场的洗礼，一步步走向成熟。
2018年，建工房产在中国房地产百强排行榜中名列第65
位，在上海5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6位。
这份成绩单的取得，是历任领导前瞻布局和几代房产人共
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公司坚持不懈走市场化发展道路的结果。

创新引领

坚定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2018年，建工房产荣膺
“
2017-2018中国房地产年度社
会责任感企业” 和“
2018中国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 10
（国有）”两项大奖。
这些荣誉带来的启示是：要以创新为引领，坚定走品牌化
发展道路。 口碑比广告更有力量，在市场好的时候，好产品有
溢价；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好产品依然有市场。 在市场观望
态势浓厚的当下，公司的销售依然优于周边楼盘，这也是建工
房产可以消化市场周期不利因素的重要原因。
树立品牌，做精产品，靠的就是不断创新。 公司通过向传
统住宅注入绿色科技来提升产品能级，开拓了一条具有建工
“
以人为
房产特色的品牌化发展之路。 如南京海玥名都秉承

李昇辉

本”的筑居理念，从居者的需求进行产品研发设计，以绿色科
技为引领， 独创经过英国BREEAM认证的“
9H生命滋养系
统”，打造
“
海玥系”精品住宅，实现了经济价值和品牌价值的
双赢，获得中国第三届地产设计优秀奖。
2018年， 搭载着2.0版科技住宅系统的南京海玥万物项
目 ， 在 2000 多 个 参 赛 城 市 和 作 品 中 脱 颖 而 出 ， 荣 获
2018-2019届国际不动产大奖ASIA亚太区最佳“
高层豪宅
建筑奖”和最佳
“
高层豪宅开发奖”，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科技创新在上海六大保障性住房基地之一的周康航
C-04-01地块同样得到了升华。 该项目在PC预制率、保温与
建筑同寿命、现场无脚手架施工及传递绿色建筑等方面创造
了上海市装配式高层住宅的新纪录，2017年被住建部授予
“
科技示范项目”称号。

转变模式

坚定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未来，建工房产的新增长点可以概括为
“
三新”，除了高科
技含量的新产品，还要有符合发展趋势的新业态和高端高附
加值的新业务新服务。
近年来，建工房产加大推进单一经营模式向多元经营模
式的转型力度，积极向新业态转型。作为枫泾特色小镇建设的
标杆项目，由公司与有关方面合作开发的长三角路演中心已
经建成；随着
“
《吴越春秋》沉浸式主题演出项目合作意向框架
协议”的签约，标志着建工房产正在迈入全新的文化投资领
域。以此为示范，枫泾古镇保护性开发正在加快推进。同时，租
赁住房、物流仓储、养老地产等一批紧跟市场趋势的新业态正
在积极谋划启动推进中。
随着建工汇豪、大唐国际、苏州恒业铂金大厦、上海建工浦
江皇冠假日酒店等先后投入运营，公司经营的资产实现了品质
和种类的双突破，经营结构、商业模式也已取得开创性突破。
同时，建工房产积极融入上海建工集团全产业链联动，加
强房企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合作。 公司注重发挥各方优势，
推动本地市场开发向国内市场拓展。 外地区域市场开发规模
已超过本地开发规模，销售面积、销售额已占公司半壁江山，
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不断提高。

长三角路演中心

在培育高端高附加值新服务方面，公司积极推进物业服
务的转型升级。物业的经营业务已从原来的住宅小区、商铺等
传统业态延伸到高端住宅、智能化商办楼、城市更新项目等新
兴业态，经营地域也从上海拓展到外地重点城市。 今年，建工
房产旗下振新物业的营业收入破亿元，在建设全生命周期服
务商中的作用不断显现。

党建引领

坚定走人才强企道路

建工房产2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做好党建工作，是做好
一切工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干部优势。
南京海玥名都精装房交付时时间非常紧，南京区域公司
党员自觉加班加点，垂范在先，带领全体职工一起克服种种困
难，创造了南京市场精装房一次交房850套无拒收、无投诉、
无负面报道的
“
三无”纪录。
近年来，建工房产坚持实施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措施，努
力建设人才高地。 2009年起，公司实行青年见习经理助理竞
聘制度。 同时，在青年中开展了
“
新锐奖”选拔评比活动。 通过
这些平台的锻炼和培养，不少青年成为公司骨干。 2017年，公
司还成立了
“
方芳劳模工作室”和
“
李伟忠专家工作室”，让工
作室成为公司育人新载体。

坚持“四方”原则 引领转型升级
上海建工房产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徐州海玥南山

府重点关注的民生工程。
在商品房开发领域，立志占据精装绿色科技住宅的前
列。 建工房产从早期以开发集团自有土地为主起步，到首
“
上海滩·大宁城”
次以战略合作形式联手拿地，合作开发
项目，创造了
“
当年动迁、当年供地、当年开工”的纪录；再
到近年来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立足上海，辐射苏州、南京、
徐州、南昌等沪外市场，不断提升建工房产的产品含金量。
在商业地产开发领域， 不断延伸产业链， 提高物业品
质。 建工汇豪、大唐国际、苏州恒业铂金、上海建工浦江皇冠
假日酒店等先后投入运营。 公司从以往单一经营
“
住宅小商
铺”，发展到工业园区、现代甲级写字楼、商业街、高星级酒店
以及综合体等多个品种，从单纯的开发销售，到开发销售和
置业经营并举，实现了经营业态和资产品质的双突破。

经过二十载发展变迁，上海建工房产已从名不见经传的

掌握方法

一家初创企业成长为闻名遐迩、 世人有口皆碑的实力房企。
步入“十三五”，面对市场新常态，公司顺应时代潮流，通过明
确“方向、方位、方法、方案”，引领企业转型升级奔向“蓝海”。

找准发展方向

明确战略方位

企业发展，找准方向是关键。20年来，建工房产把始终
坚持国企属性作为发展的立足之本。 作为国企，义不容辞
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同时作为上市公司，也必须兼顾经济
效益，通过赢利维持企业的公众形象，进而实现可持续发
展。
公司通过市场研判和缜密的自身定位分析，找准了方
向，明确了方位。
在保障房开发领域，立志成为责任地产的领跑者。 建
工房产将其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先后完成了宝
山顾村、浦东康桥、周康航大居、浦东曹路、南汇宣桥、松江
佘北等地块的各类保障房建设， 为公司增加土地储备、扩
大开发规模、提升社会影响力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中，周康
航大居是公司第一个集土地整理、规划设计、开发建造和
公共配套于一体的房地产一、二级联动开发项目，也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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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建工房产紧随上海建工集团全国化步伐，开拓了四个
沪外区域。 目前，沪外城市的开发规模和销售收入已占公
司半壁江山。
伴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公司主动适应需求，对组织
架构进行调整，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步入
“
十三五”，公司将架构调整为总部-区域-项目的三
级体系。 通过总部向区域公司授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
公司
“
天时地利人和”优势。
与之相对应的，公司制定了配套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
制。 一方面，鼓励员工
“
走出去、沉下去”，薪资福利等向一
线、沪外员工倾斜；另一方面，从总部各部门到各区域公
司，都签订责任状，设定考核指标并具体量化，每季度进行
综合评定，与员工绩效挂钩；同时，依托管理大纲的不断修
订完善，明确总部各部门和各区域公司的工作职责，不断
完善企业管理，推动精细化管理上新台阶。

制定方案

用精品换来市场话语权

步入
“
十三五”，房地产调控进入新常态，建工房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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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为不断提高对集团营收、利润和
品牌的贡献，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目标，公司积极探
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转型发展之路。
在对标发展方面，通过全面分析和自身定位，厦门建
发、光明地产、中建东孚和天房发展四家企业成为了建工
房产的主要对标房企。
在产品升级上， 南京海玥名都的成功为公司开发绿色
“
9H
科技商品房项目树立了标杆，特别是该项目采用打造的
生命滋养系统”，将诸多绿色科技元素植入产品，获得英国
BREEAM绿色住宅认证， 成为了南京市场炙手可热的高端
精品住宅，大大提升了公司的品牌形象。 以此为模板，建工
房产在徐州开发了融入新海派理念的高端项目海 玥 南山，
在苏州打造了升级版绿色科技住宅海玥名都。 不仅如此，公
司还对产品系列进行了重新梳理，确立了
“
海玥”品牌并注册
了商标专利。
伴随着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建工房产积极探索合
作共赢的开发模式， 深化战略合作的道路也越走越宽：与
平安不动产、朗诗地产、招商局地产共同在南京开发高端
产品和科技住宅；与各大知名房企组成联合体积极参与青
浦赵巷地块、嘉定新城地块、苏州木渎地块、南京河西应天
大街地块及江北新城地块等土地的竞拍。 其中与保利地产
联合成功竞得青浦赵巷国际社区174亩住宅土地，为公司
的土地储备添加了砝码。
展望未来， 建工房产将在开创房产持续健康发展新
局面的征程上努力向前。 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政策变化、
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道路； 积极寻找城市风貌保护街区
旧改和养老地产等新领域市场的进入机会， 密切关注租
赁住宅用地、集体建设用地转型等土地利用的最新政策，
提前做好相关运营模式的研究；把握机遇，积极寻找进入
相关市场新领域的机会，形成商品住房、保障房、商业地
产等传统领域产品和城中村、特色小镇、城市更新、租赁
住房等新领域产品互为补充、和谐兼容、共同发展的市场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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