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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描绘未来五年发展蓝图

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擘画宏伟蓝图，谱写壮
丽篇章。书写“十四五”新答
卷，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单
元，企业该如何作为？

日前，重庆最大的民营
企业金科集团给出了响亮的
回答：5年内，销售收入在现
有基础上翻一番。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按照规划，未来5
年，金科将实现“两转变、两
升级”，即由高速度发展向高
质量发展转变；由常规发展
模式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
由单赛道为主向多赛道协同
发展升级；由传统地产向科
技地产及数智服务产业升
级。

2020年引进各类人才近千名

实现宏伟蓝图，归根结底要靠人。
为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的创造力，金

科设计了一套完整的人才选拔和培养
体系，给予他们足够的成长和晋升空
间。

在人才选拔环节，金科采用环流海
选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一展身
手。与传统的人事筛选不同，环流海选
以赛马为主的“随其所能、试之以事”，
开放具体任务和岗位，让人才根据其潜
力和优势，自选路径、自选跑道，在实战
中检验能力。这种宽进严出、大浪淘沙
的人才选拔方式，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

在人才培养和锻造环节，金科规
定，中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历纵向跨组
织、横向跨条线的轮岗历练。专职轮
岗、挂职轮岗、横向轮岗和纵向轮岗4种
方式的轮岗，加上横向职能及部门整
合，打破部门壁垒墙，提升跨部门协同
及沟通效率，纵向职能及权限下沉，缩
短业务决策链，强化一线作战单元的自
主决策权，决策效率和质量自然高，为

金科源源不断培养出复合型、高素质的
经营人才。

2020年，金科进一步优化了人才
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即以人
才价值观、能力经验、职业发展阶段三
维匹配为甄选重点，提高新引进人才在
金科的适应性；在集团范围内实施“新
引进经理人融入专项计划”，加快新引
进人才在金科的融入，帮助新引进人才
快速实现价值贡献。

对人才求贤若渴，2020年，即便在行
业的逆势中，金科也引进了各类人才近
1000名，其中9级以上中高级管理干部
21名，“卓越2.0”管培生80名，持续打造

“金科之星”子弟兵队伍。目前，金科管培
生的保有率高达92.5%。新进人才从融
入到价值创造周期明显缩短。

全要素质量提升

高质量发展，涉及到全要素的质量
提升。

以管理为例。1月13日晚间，金科
股份发布公告，拟进行换届选举。让更
富创造力的年轻人挑大梁。公开资料显
示，本届董事会候选人中，“80”后5人，
占71.4%；“70”后2人，占28.6%，平均年
龄不到41岁，其中最年轻的候选人仅有
35岁。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拥有包括
管理、财务、战略、法律、房地产行业等关
键领域的高级管理人才，“年轻化、专业
化、知识化”成为其显著标签。

再以土地储备为例，不仅要数量，
更重要的是土地储备的质量。质量高
不高，主要看土地所在区域的市场前
景。金科一直坚持构建“三圈一带、聚
焦八大城市群”的区域战略，并以城市
群为基础，筛选出清单100城，按照清
单内外城市货值比例8：2的要求，严格
管控区域发展方向，深耕清单城市。

清单 100 城的择选标准，简而言
之，就是“二三线为主，一四线为辅”。
原因很简单，一线城市发展相对成熟，

土地供应有限，进驻难度高，整体住宅
市场容量有限；四线城市基本面支撑力
不强，市场稳定性较弱；二三线城市（包
括新一线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人才吸引力度不断提升，市场容量大且
有上升空间。

秉承这样的策略，2020年，金科新
增的148宗土地投资中，新一线城市和
二线城市的投资份额超70%。尤其是
当年第四季度新增的25宗土地投资，
绝大部分位于杭州、广州、大连等高能
级城市。

在市场前景好的区域，维持一个适
度的土地储备量，而多元化的拿地方
式，则有效降低了金科的土地成本。以
2020年前3季度新增的土储为例，超
15%都来自收并购，招拍挂项目的平均
楼面价为4274元/平方米，收并购项目
的楼面价仅为2021元/平方米，不到前
者的一半。

金科服务成港股第一高价物业股

“从主流物企对比来看，金科服务
外拓实力处第一梯队。叠加强劲的关
联方支持，金科服务未来规模高增确定
性较强；金科服务市场化拓盘以寻求第
三方中小开发商新盘资源和招投标为
主，收并购来源项目极少，更凸显强劲
的外拓能力。”

最近，在一份报告中，东北证券给予
金科服务这样的评价。2020年11月17
日，从金科股份中分拆出来物业板块——
金科服务，在港交所上市，合计募资折
合人民币57.677亿元，为2020年西部
募资额最大一单IPO。目前，金科服务
已成为港股第一高价物业股，市值和母
公司相当。

由此，金科成为重庆首家同时在H
股和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而金科服
务在资本市场的优秀表现，折射出金科
高超的财务管理水平和强大的融资能
力。而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
金科货币资金余额约 368 亿元，同比增
长超19%，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总额
为 354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能有效覆盖
短期有息负债。与此同时，扣除合同负
债后资产负债率降至 46%，同比降低
3 个百分点。截至同年第三季度，金科
资产负债率、剔除预收后的资产负债
率、净负债率同比分别下降0.2、2.13、
32.1个百分点。

人才，土地，资本，一样不缺。“我们
将通过精耕地产主业、做强智慧服务、
做优科技产业、做实商旅康养，力争
2025年冲击4500亿元，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产业链生态圈，打造永续经
营能力。”金科股份2021年-2025年战
略规划说明会上，金科相关负责人信心
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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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新总部大楼鸟瞰效果图

金科新总部大楼效果图

“开年大戏”担重任 凯瑞商都力争开门红
临近春节，我市各大商场纷纷进入“新春营销”时间，用商圈联动、多重优惠、新春集市等一系列主题

活动辞旧迎新，有力地集聚人气和冲刺全年销售新高。
作为沙坪坝三峡广场商圈极具人气和市场号召力的新春消费盛事，由新世纪百货凯瑞商都一手打造

的“开年大戏”将于1月22日率先拉开新春消费的帷幕，力争实现“十四五”开局之年消费市场开门红。

“开年大戏”强回归，积
极融入“双循环”

事实上，“开年大戏”自举办以
来，每届都特色鲜明、亮点纷呈，
经过 8年的精心打造，已成为沙坪
坝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促消
费品牌活动，也是沙坪坝区商业的
闪亮名片。今年的“开年大戏”更
是突出时尚购物、娱乐休闲、数字
消费、商文融合等主题，为广大消
费者带来一场岁末年初的消费盛
宴。

疫情的发生，加剧了外部环境的
变化，随着“双循环”战略的逐步深
入，经济指数也逐步回升，也再次印
证“以蓬勃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现
实意义。随着极具人气号召力的品
牌营销活动强势回归，既能有效拉动
内需，又能为凯瑞商都提供转型升级
的方向。

目前，“开年大戏”的新年气息已
经初现，新年红红的化妆品已上柜，
喜庆的节日小景布置也亮相，还有部
分专柜的新年新品也提前呈现。商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各专柜货品已准
备充分，既保证给消费者优惠，也保
证消费者买到钟意的商品。

据了解，“开年大戏”新春主题
活动将在 1 月 22 日-1 月 24 日、1
月 29 日-1 月 31 日分两波进行。
活动期间，商场将集中推出各类优
惠活动，例如全馆服饰将低至 2折
起、进口化妆品单柜满 1000 元立
减 150元等。此外，为答谢顾客长
期以来的支持，凡持世纪卡或世纪
龙卡的顾客当日消费满666元即可
领取牛牛锅 1个，当日购物累计满
500元即有机会抽出华为平板电脑
或 200元全场通用券，而新宠荟会
员则可获得300元电子礼券及精美
礼品。

此外，为了营造出浓厚的过年消
费氛围，凯瑞商都将举办首届K歌之
王歌手挑战赛，以及携手重庆杂技艺
术团、重庆市韵诚舞蹈培训学校开展
各类精彩表演。同时，还面向顾客招
募摊主参加新年集市，为现场顾客带
来鲜花植物、可爱玩具、精巧饰品、萌
萌玩偶、手工制品等各类精致小商
品。

在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上大下
功夫，环境美化、装饰提升、促销打

折、互动活动，花样多、环境“靓”，今
年的“开年大戏”又让大家有了新的

期待。凯瑞商都VIP顾客杨女士表
示：“过年就要图个喜庆，有了过年的
氛围，自然就有了过年的味儿。届
时，将带着一家老小前来凑闹热、购
年货。”

探索全渠道零售发展，
加快数字化创新转型

“国内零售业作为消费先导产
业，也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在数字
化的推动下，国内新的零售生态开始
重构，高效率、高品质零售加速发
展。其中，线上玩法赋能线下商圈零
售企业，不仅点燃了大家‘云逛街’的
热情，也通过线上下单、到店服务等
创新业态，带动商圈消费持续升温。”

凯瑞商都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凯瑞商都结合时下消费

趋势，积极进行线上布局，吸引年轻
消费客群，并相继通过“重百云购”、
打造自有主播团队直播带货等方式，
介绍产品及优惠、开展爆品抢购等丰
富的线上互动，提升商户品牌曝光
度，助推购物消费回暖，并充分利用
线上自媒体大力推广曝光，不仅激发
消费潜力，拓展新的消费增长空间，
实现消费回补和扩大增量的有机结
合。

在此次开年大戏中，凯瑞商都
便推出六大“微商城”活动与线下活
动进行融合。例如，一口价 66元、
166元、266 元、666 元专场，6元盲
盒福袋，666元限时秒杀，6元抢666
元超值券包以及运动品牌超值礼券
66 元团 100 元电子券等。并利用

“微商城”推出4场线上直播带货活
动，并通过商场精心培育的主播团
队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多高性价比
的新春年货。此外，商场还通过企
业微信向VIP客户派发千张百元新
春消费券，进一步扩大“开年大戏”
的覆盖面和参与度。

凯瑞商都负责人认为，“十四五”
时期，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背景下，政策将加大力度激发内需
潜力，尤其是大力促进消费扩大、升
级和新消费发展。新消费紧扣新生
代人口释放的消费潜能，今天的“90”
后、“00”后将成为未来的消费主体，
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全渠道零售
还将有更强劲的增长空间。未来，凯
瑞商都将持续探索传统零售商业的
数字化转型，加强业务创新能力，丰
富营销手段，不断挖掘出新的增长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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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凯瑞商都“开年大戏”即将开启 凯瑞商都美陈设计营造出新年喜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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