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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18年四川地产记者圈里曾经有个选择题：
碧桂园在四川有几个公司？分别是哪几个公司？

除了房地产的老记者犯迷糊外，外界包括买房
的人、地产从业人员，对碧桂园在四川是一个公
司？三个公司？五个公司？究竟有几个公司？某
个项目究竟归属于哪个区域公司？都不是很清楚。

“碧桂园在四川有五个公司。”据杨磊介绍，在
川内，大家对碧桂园的印象是近三四年才开始加强
的，尤其是在2017年下半年之后。碧桂园对四川
一直很重视，早在2011年集团就已经正式关注四
川市场了，那时我们叫“湘渝川赣大区”。彼时，在
成都开发得热火朝天的是万科、龙湖、恒大、保利、
蓝光等。

2013年，碧桂园首次入川拿地，进入的是四川
北部的南充、广元等地；也在这一年，碧桂园四川
公司诞生。从 2013 年成立公司到 2017 年这五
年，碧桂园在四川历经五任区域总裁，总销额的最
高年约在40亿左右，体量与一个中等规模房企的
省级公司相当，而同时期保利、万科、龙湖、恒大，
以及蓝光的四川市场份额都在大幅度攀升，碧桂
园四川公司和这些在川一线房企拉开了明显距
离。

到2017年的时候，最明显的是，四川的经济总

量在省份的排名中已经位列全国前十，但是碧桂园
在四川的开发体量却与之并不匹配，于是2017年
上半年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碧桂园四川公
司身上发生。集团彻底变革四川公司结构模式，干
得默默无闻的碧桂园四川区域公司裂变为成都、川
北、川西南、川东、川南等五个区域公司，鼓励内部
创业、内部竞争态势正式激活。

“要敬畏市场，做老百姓消费得起的好房子，做
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公司出来！”这是碧桂园董事局
主席杨国强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杨磊称，这一点在
碧桂园在四川进行五区裂变之后得到了很好的贯
彻，比如更坚决地深入三四五线城市拿地，到2018
年，碧桂园在四川的项目总量已经突破60个……
在2018、2019年更是连续两年跻身四川房企销售
业绩前列（据主流榜单排名、企业销售数据查证，
2018年碧桂园四川五区的销售业绩总和约在210
亿，ps.2018 年四川房企 TOP5 的门槛值在 200
亿）。

回首碧桂园在四川的九年发展，前七年的一次
次持续创业，这并不容易。我们看到驱动碧桂园在
四川实现蜕变的发展秘诀是：坚持创业精神，没有
大企业的思想包袱，既遵循客观市场变化，更有主
观求变的决心。

专访杨磊：碧桂园在四川9年的发展之路

每个行业，人们的焦点更多地对准了

头部企业。连续三年获国内房企TOP3的

碧桂园，人们对之的评论颇多，但这些评论

多源于对表面事件的引升或简单数据的推

论。

众所周知，碧桂园长年深耕于三四五

线市场。过过数年的发展，到目前三四五

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呈现出自己的一

些特点：地价不会太便宜，房价不会太高，

老百姓的眼界和要求同样不低。碧桂园在

三四五线城市取得成功之后，不少开发商

也跟进迈入这个市场，现在三四线的竞争，

已经是一片红海。怎样在这片红海中胜

出？碧桂园开始践行一个在效率和品质间

寻得平衡的理念：行稳致远。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得以

采访到碧桂园川北区域总裁杨磊，听一个

专业专注的职业经理人讲述，我们得以了

解碧桂园在四川、在四川北部7个市州的发

展之路，以及作为职业经理人对自己所从

事的事业的思考，对自己耕耘的区域公司

的前景展望。

杨磊出身于工程管理，平实、平易、话语不多，
但是一说到碧桂园在四川的发展竞争策略、集团未
来将全部实行标准化图纸、装配式工厂、机器人建
房等业界和外界都瞩目的这些事件时，目光深邃，
时有激动，时有思考，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杨磊
介绍，集团明确碧桂园是为全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产
品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要做好一个高科技企业不
易，但是集团已经在用心谋划新的业务。

“有竞争力才有机会！——在我的理解里，
2017年中进行五区裂变是老板看准当时市场变化
的战略级调整……同时集团的信任让我个人得以
去执行”。

杨磊称，“创新求变”是碧桂园集团一直在强调
的，也是川北公司的第一要义。承接一线城市的普
遍回暖趋势，从2017年初，四川房地产市场逐渐回
暖，中心城市成都市场如火如荼，更多规模房企此
时主要聚焦点还是省会城市，这个时期要在三四五
线城市做项目，不仅需要智慧，还需决心！

在IT公司内，譬如苹果、腾讯在开发战略级产
品（比如微信），通常内部会有多个团队在竞争，内
部创业、良性竞争这在IT行业大公司是常态；市场
瞬息机遇，头马领跑是企业得以赢得市场的最大内
驱力！正是当时碧桂园在四川的竞争策略，为两年
后碧桂园在四川的销售业绩进入前五立下了汗马
功劳。

“思考未来”。未来必须基于责任和良心，老板
常说。“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希望对社会好，大家
要理解我们做事情的出发点。守法是根本！安全
和质量，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要用心谋划安全和
质量。”

敬畏市场，敬畏规律，最核心的就是提升你的
竞争力。对于市场的变化，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
强有着深刻的感知。企业全周期综合竞争力的提
升，是碧桂园当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在杨磊看来，持续提升全周期综合竞争力非常
重要，一个企业取胜未来的还在于它的创业精神。

行稳致远，
四川7000亿市场大有可为

提要：四川有七千亿的房地产市场，碧桂园
的份额还有提升的潜能。深入三四五六线，公司
如何克服项目分散而且是新公司的问题？川北
区域2020年怎样提高“强地县”的有效市占率？
如何提高硬实力-产品品牌和标杆项目？在软
口碑-交付满意度和碧桂园服务等方面2020年
有什么新举措？

杨磊领衔的碧桂园川北区域公司，成立于
2017年7月，涵盖成都以北除德阳以外的七个
市州，包括在四川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南充和绵
阳、位于成渝城市群中间部位的遂宁和广安，靠
近川东北的达州和巴中等地，川北区域目前在
7个市州开发有31个地产项目，经过两年的发
展，连续两年成为碧桂园在四川五区发展的头
马。

对此，杨磊说，“四川有超七千亿市场，相较
而言，我们碧桂园在四川的份额还很低”。

进入2019年，相对于规模增速，有质量的
增长是杨磊更看重的。他举了川北区域的例
子，2019 年川北区域内部提出了“精细化管
理”，就是说把节奏稍微放慢，看到每个动作里
的瑕疵，尽可能去完善它、改进它。“我们还是一
个小公司、成立才两年的新公司，所有新公司在
发展路上会犯的毛病、要走的弯路，我们都可能
有……不过好在我们有一个开发超过2000个
项目的强大母体，集团的资源和标准化，能够随
时把我们拉回轨道，相对而言，我们发生问题付
出代价和成本要低得多。”杨磊冷静又清醒的说
到。

外界对碧桂园感受较深的一点正是它的标
准化，标准化对碧桂园来说，可以保障多方的权
益，包括购房者的利益。是这家头部房企发展最
重要的效率和平衡点！

“我们川北区域目前的问题：太分散，缺乏强
地市有效市占率，产品口碑也还需要进一步被辖
区市场检验，因此，2019年同比上一年，川北只
获取了少量新地，除了市场预期偏谨慎，更多在
于这是难得的自身区域审视和调整的时间。”即
便如此，据了解川北区域2019年的业绩相比
2018年还是稳中有升。

谈及2020年的发展，杨磊透露了三个关键
点，自上而下创业精神、强地市的持续深耕、产品
口碑和服务满意度进一步确保。在杨磊看来，这
些是比规模更重要的，是其长期看好四川市场并
为之创业奋斗的基石。

短短两个小时很快结束，通过采访杨磊，我
们得以了解碧桂园在四川发展九年以来的创业
故事，得以了解在杨磊领导的川北区域在两年
多时间内实现市场份额的高质量发展历程。

最后，我们以杨磊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市
场有周期，创业在路上，发展中的碧桂园川北区
域公司会一直在路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弘农 任吉军

碧桂园入川9年的故事
提要：从2011到2019，碧桂园在四川历经川渝湘赣、老四川区域五任总裁，五区裂变等发展进程。
之前7年长期徘徊在40亿左右，到2018/2019竟能连续两年稳居川内行业前五，其成功的秘诀是什？
碧桂园在川公司/包括杨磊领衔的川北公司，是怎样放下大企业的思想包袱，以创业两年的小公司、新

公司的心态在四川展开竞争的呢？
在具有成都标志的“熊猫爬墙”的IFS39楼，我们的话题从碧桂园在四川发展变化开始。

裂变新生，碧桂园的创新与未来
提要：长期看好三四五线城市是碧桂园发展的坚实根基。把握城镇化的步骤并在此基础上深耕区域市

场。要本着碧桂园的一以贯之的创业精神来思考未来。

“哇！书法家爷爷写的福字好帅
气哦！”

“你们写的春联，我们家腊月二十
九那天要有仪式感地贴在门口”……

12月9日，由成都市文联、成都市
书协和封面新闻主办的“文艺服务大
众——成都书法家写福迎新春”活动
在银木佳苑小区和三圣街道银木街社
区拉开帷幕，两个多小时之内，舒炯、
赵安如、陈明德、王兴国、刘宁宇、代明
道、郭彦飞、何晓巍、陈洪、王宝明、姚
正洁、魏玖柱等12名书法家为社区居
民写了500个福字和100多副春联，
整个现场墨香四溢，数百喜获书法家
墨宝的人们不仅感受到了书法家的爱
心，同时也嗅到了提前到来的浓郁年
味。

成都市文联服务“三重”大局，文
艺惠民深入人心，此次活动同时拉开
了华西都市报25周年庆典和封面用
户节的帷幕，12位书法家也以写福字、
送春联的形式给华西都市报读者和封
面新闻网友提前拜年。

俗话说“三九到，年味浓”，随着天
气渐渐冷起来，年味也一日日地浓烈
起来。过年是咱老百姓生活中的重头
戏，为了给鼠年加点年味添点彩，由成
都市文联、成都市书协和封面新闻主

办的这次送春联、写福字进基层活动
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点赞。

当天上午9点30分，在银木佳苑
小区里的生活广场，数张长桌连在一
起，桌子上早已摆好宣纸、方形和条形
的大红宣纸，专程赶来的书法家们已
经做好准备工作，开始挥毫、泼墨为群
众免费写福字和春联，小区居民纷纷
奔走相告在各位书法家案前排起长
队，领取福字和春联。

开写十分钟，各路赶来的群众就

把活动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争先恐
后领取春联、福字。书法家们对热情
群众有求必应，一副副充满喜庆色彩
的春联，让市民找到了浓浓的年味，感
受到了鼠年的吉祥如意。

在书法家忙碌的过程中，封面新
闻记者看到了不少著名的艺术大家，
包括成都市书协主席、著名书家舒
炯，成都市文联副秘书长、著名书法
家赵安如，西泠印社社员、成都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明德，以及众多本

土知名书家王兴国、刘宁宇、代明道、
郭彦飞、何晓巍、陈洪、王宝明、姚正
洁、魏玖柱等。

书法家舒炯在写春联的间隙，忙
里偷闲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
他说：“送春联和福字进基层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在做，在春节前组织书法
家给社区、厂矿和边远山区的老百姓
写春联和福字，这不仅是我们的一片
心意，同时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过年的
喜庆，毕竟春节贴福字和春联是中国
人非常传统的民俗。”

此次活动组织者之一的赵安如则
表示：“此次写春联、送福字是成都市
文联服务‘三重’大局、成都市书协走
进‘基层’惠民的系列活动之一，艺术
应该走向生活、扎根群众，送文化下基
层，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体验生活的一
种方式，知道老百姓喜欢什么，才能创
作出更多的接地气的作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重夺英锦赛冠军
重返世界前十位

丁俊晖“苏醒”了
在巴比肯中心夺冠的那一刻，丁俊

晖挥拳怒吼，似乎要彻底甩掉过去两年
多来面临的压力与质疑。北京时间12月
9日凌晨，2019年斯诺克英锦赛决赛，丁
俊晖以10：6击败马奎尔，时隔10年重夺
该赛事冠军。

这是丁俊晖生涯第三次获得英锦赛
冠军，也是他自2011年大师赛后首次在
三大赛中折桂。凭借这座奖杯，丁俊晖
结束28个月的冠军荒，排名重返世界前
十，将以种子身份出战大师赛。同时，他
的排名赛冠军数也增加到与现世界第一
特鲁姆普一样的14个。

熟悉丁俊晖的球迷知道，过去的两
年多，丁俊晖的表现跌入了职业生涯中
的最低谷。他顶着中国“斯诺克第一人”
的重担，不断在谷底徘徊、迷茫。距离丁
俊晖上一次在玉山获得世界公开赛冠
军，已经过去了28个月，805天。这期
间，“小丁”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迎来了
女儿的诞生，成为了一名父亲。而在赛
场上，他的成绩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下
滑。在本届英锦赛之前，丁俊晖已经有
一年多未进入排名赛四强。

不仅如此，本赛季初，丁俊晖的世界
排名已经跌至第 18位，赛季三次一轮
游。那个当年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仿
佛彻底迷失了方向。

英锦赛开始前，没有多少人看好丁
俊晖，但随着比赛的深入，他逐渐开始找
回大赛信心。第四轮，丁俊晖在自己的偶
像奥沙利文44岁生日当天，以6：4战胜对
手，晋级英锦赛8强。此前，丁俊晖和奥沙
利文共交手过20次，丁俊晖4胜3平13负
处于绝对下风，而且本赛季丁俊晖的成绩
远远不如奥沙利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奥沙利文稳赢。然而事实上，丁俊晖在
那场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随后，他又
先后淘汰两位中国选手梁文博和颜丙
涛，时隔十年再次闯入英锦赛决赛。

决赛对阵马奎尔，他始终保持着比
分上的领先。手握赛点时，丁俊晖直接
用一杆破百结束了比赛。纵观全场，他
的表现都异常冷静，直到最后一颗球打
完，脸上才露出了一丝喜悦。赛后，丁俊
晖说：“两年过去了，我一无所获，但我这
次比赛打得很棒。（一开始）我担心自己
表现不好，问自己‘我还能再赢吗？’但当
我击败罗尼（奥沙利文）时，我开始相信
自己能再次举起奖杯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再挥“制裁大棒”

俄罗斯被禁赛四年！
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都参加不成

“见字如面，你就是封面”
成都市文联书法家送福来了！

北京时间12月9日晚，据外媒报
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执委
会在瑞士洛桑已经通过决议，禁止俄
罗斯在未来4年参加包括奥运会和世
锦赛在内的大型国际赛事，这意味着
俄罗斯运动员将不能代表俄罗斯参加
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
京冬奥会。据悉，俄罗斯方面将有21
天时间决定是否就此决议向国际体育

仲裁法庭提起上诉。
据媒体此前报道，11月25日，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称，由于在检查中发
现“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的数据‘既
不完整、也不完全可靠’”，因此提议在
国际重大赛事上对俄罗斯禁赛4年。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代表9日晚些
时候在洛桑表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执委会认为，俄罗斯反兴奋

剂机构不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
定，因此全部禁赛建议都被一致接受。

不过，根据规定，仍允许能证明未
使用过兴奋剂的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
际比赛，但俄方运动员只能以中立身
份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等赛事，不能
升国旗。

此外，据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总
干事证实，俄罗斯除了被禁赛4年，还

被剥夺了在接下来4年内，主办和申
请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权利。值
得一提的是，欧足联此前已表态，俄罗
斯将仍然能够参加2020年欧锦赛，而
且圣彼得堡仍将是主办城市，因为欧
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在反兴奋剂
违规裁决方面没有被定义为“重大赛
事组织”。

综合央视、中国日报、中新社等

书法家们走进社区送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