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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深调查

由德州市房产管理中心、
德州市房地产业协会主办，齐
鲁晚报·今日德州、新浪乐居德
州站承办的“德州市2014房地
产行业峰会”今日在太阳谷微
排酒店盛大举行，来自德州市
的200多名房地产行精英，将共
聚一堂，共同探讨当前的行业
发展趋势，研究新形势下的行
业发展之路，共谋德州房地产
行业的发展大计和前进方向。

峰会特别邀请中国房地产
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朱中一、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部政策研究
中心原副主任、著名房地产政

策专家王珏林等专家举行专题
讲座，朱中一将针对当前房地
产市场形势及未来的走势同大
家交流看法，王珏林则侧重当
前的房地产政策及未来的变化
展开研讨。

为了活跃会议氛围，增加
交流互动，主办方还将针对
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形势及
下半年的市场走势举办高峰
论坛，并邀请德州房地产业
精英与行业专家同台交流，
并安排了现场问答环节。对
广大房地产商来说，无疑是一
个解疑答惑的好机会。

目前，“德州乐居金项奖”
评选活动已经结束，本报连续
两周来对峰会活动做了重点
报道，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
注。新浪乐居网数据显示，网
络 评 选 投 票 人 数 已 经 超 过
20000人次。

德州房地产行业峰会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吸
引了众多实力开发商和房地产
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的积极参
与，同时还吸引了各金融机构
的高度关注。本报联合新浪乐
居网会对此次峰会做详细的跟
踪报道。

22001144德德州州房房地地产产行行业业峰峰会会今今日日开开幕幕
朱中一 房地产专家，中

国房地产行业协会名誉副会长

曾参与过《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建筑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房地
产配套规章的制订、审核工作。组织
起草了《“十二五”时期住房与房地
产业发展规划(建议)》；发表过的重
要文章有：《房企要顺应形势主动转
型》、《从十八大报告看中国房地产
市场的走势》等。

王珏林 中国住房和城乡
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著名房地产政策专家

参与过多部法律法规、政策的
调研和起草工作。对城市规划、建
设和管理，建筑业、房地产业、市政
公用事业，对建筑市场、房地产市
场、住房制度改革，城市经济、区域
经济、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国有企业
改革、城市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和建筑
节能等方面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
究。承担国家住建部、发改委等部委
局的重大课题研究；承担了“十一五”
专项和重要课题研究。

专家介绍

作为第三届京交会分
销服务板块的核心内容，世
界地理标志(原产地)产品
品牌分销服务洽谈会日前
在京举行。

洽谈会期间，北京恩源
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德州百仕达地标产业有限
公司作为国际地理标志产
品(德州)电子商务总部基
地运营商，举行了国际地理
标志产品(德州)电子商务
总部基地项目落地签约仪
式，并有13家体验馆签约入
驻国际地理标志产品 (德
州)电子商务总部基地，完
成签约额49 . 76亿元，成为
京交会“世界地理标志(原
产地)产品品牌分销服务洽
谈会”的一大亮点。

据介绍，今年德州已有
6个总部经济项目开工建
设，总投资148 . 3亿元。总部
经济作为高端服务业新型
业态，将成为全市产业转型
升级新抓手。

德州今年开工建设的
总部经济项目有6个，其中
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此外，

还有运河经济开发区的恒
川运城微商微企综合基地
建设项目，齐河县中国高端
健康产业电子商务总部基
地和齐河县山东万华科技
园项目。

其中，百仕达项目位于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后可
入驻企业2300余家，年销售
收入105亿元，纳税10亿元，
解决就业岗位2万人，吸引
3000名管理、创意策划、技
术研发型高层次人才落户。

按照相关规划，中心城
区未来将以岔河和减河为
宏观界限，打造“城市游憩
商贸区”、“城市中央活动
区”、“城市生态商务区”三
个功能区，其中城市中央活
动区(河东新区)是“总部经
济”主要基地，体现“产业高
地”意涵和高端服务业发展
理念，是城市能级的重要标
志，定位为高端服务为主
导，支撑多元服务功能，集
金融信息、总部经济、游憩
商业、科技研发、会展体育
和高档居住于一体的中央
活动区。

今年5月18日，郭柏强在中国德
州第四届资本交易大会会场，推介
他的中商产业智慧总部基地项目，
他认为这个集总部商务、中商大厦、
创新大厦、孵化器、金融港、综合服
务中心七大功能于一体的项目，可
算真正意义上的“总部经济”体。

在郭柏强看来，德州拥有交通
区位优势，在主动融入首都经济圈，
为北京打造产业转移基地方面，有
很大的空间。比大城市低的劳动力
成本、土地价格，也是吸引企业总部
落户的优势之一。

不过，目前总部经济对于德州

来说，只是个新生婴儿。德州的区位
优势不言而喻，相比一上来就发展

“总部经济”，不如在首都经济圈内
的产业大转移上，先抓住机遇，同时
引入“总部经济”的形态，慢慢去培
育它发展壮大。

“像北京的西城区，一个把总部
设在那年纳税1000万的企业，在那
算小企业，但它为什么不愿意离开，
去土地和人力成本更低却不堵车
的德州？”德州市金融办副主任张强
举例说，总部经济需要更多如人才
储备、优惠政策、居住环境等软硬件
配套跟上，才能实现。

在德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看来，德州本不具备发展“总部经
济”的条件，但可以利用交通、土地
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从
做好发达地区“总部基地”开始，促
进一些产业的发展，当这些产业成
熟后，成长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

“总部”只是时间问题。
而在德州县域经济发展较快

的齐河县，也以融入济南省会都市
圈为契机，引进中国高端健康产业
电子商务总部基地落户，该项目将
筛选450余家相关企业，在齐河打造
健康产业上下游产业链。

利用优势慢慢培育壮大

在李越眼中，德州的楼宇物
业和管理服务水平还不错，政府
办事效率也挺高，但要成为“总部
经济”聚集区，还有很长路要走。

“一栋楼两栋楼建在一起，只
能算是楼宇经济。”李越说，相比
济青等总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内
城市而言，他更希望德州在引导
产业和市民意识更开放方面多努
力，“我不希望出去做业务，总被
人认为是放高利贷的。”他笑称，
他们在济南青岛等省内城市，已
经有了较广的接纳度。

去年4月底，在德州市商贸大
道与运河大道的交叉的区域，一
个名为恒川运城项目奠基开工，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为16万平方
米，其中包含MINI总部、信息交
互平台、企业家培训中心、金融服
务中心、产品研发中心、创业产业
园区、信息物流园区。外墙的广告
打出“引领德州微型CBD”，定位
于微商微企综合体。

6月26日，这片空地仍处于停
工状态。在售楼中心的沙盘上，规
划有8栋商住楼，1栋商务写字楼，

及幼儿园相关配套建筑。负责这
个项目开发的易经理认为，单纯
的几栋商住楼，再加一栋商务写
字楼连成片，不能算是总部经济，
如果要搞总部经济，项目建设需
要合理规划，目前他们正在调整。

在这个项目售楼处一墙之隔
的果品粮油批发市场西门，马路
一侧就是古运河，以运河为纽带
的这片区域内，自古至今形成了
市场集群和商贸物流区。这些产
业基础，也是当初这个项目定位
微商微企综合体的原因之一。

单一高楼不算总部

6月26日下午，由西往东走在
德州市天衢路上，一栋外墙玻璃
晃眼的高楼，就是李越上班的地
方，他已经习惯叫它“金融大厦”。

李越所在的这家宜信普惠信
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德州分公
司有100多人，因地理位置优势，
业务量还算比较可观。

“像庆云有不少做小商品批发
的商户，经常需要个人借贷。”李越
说，德州四通八达，也有一定的物
流业发展基础，像运河经济开发区
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发商户，往
往需要小额的短期内快速周转的
资金比较多，给他们带来客户源。

在德城区经济合作局副主任
杨立强看来，对于楼宇经济，有个
形象比喻：垂直印钞机。和摊开的
厂房相比，它占地少、污染少、产
出高。譬如，德城区的南龙国际商
务楼，有40余家企业入驻，一年创
税1500多万元。

去年底，德城区建成建筑面
积5000平方米以上商务楼宇17
栋，吸纳金融机构56家、楼宇总部
450家。其中，有6栋商务楼宇的年
销售收入过亿元。楼宇经济收入
已占到该区GDP的20%以上。

楼宇被称为“竖起来的开发
区”，发展楼宇经济，对于集约利

用资源、开拓发展空间、积聚经济
要素、提高业态档次、扩大经济总
量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为此，德城区成立了楼宇总
部经济产业招商小组，还在每个
街道办成立了楼宇办，负责进驻
企业的相关手续办理、物业服务
等社区服务对接。甚至“一企一
策”，提供精细化服务。

今年1-4月，德城区引进泰山
财险、山东华庚空调设备有限公
司、展鸿商贸有限公司等楼宇企业
65家。目前，德城区范围内的商务
楼宇出租率在85%以上，容纳楼宇
企业1500多家，年纳税额1 .5亿元。

楼宇经济尝到甜头

总总总总部部部部经经经经济济济济
离离离离德德德德州州州州有有有有多多多多远远远远

总部经济愿景

定位于微商微企综合体的恒川运城一直未开工。

持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布局在此，而生产制造基地却在其他地区，
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并通过“总部-制造”功能链条辐射带
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
经济形态，称之为总部经济。

对于三四线城市发展总部经济而言，德州的“特有资源”是什么？怎么去突破总
部经济？盖起高楼让各种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来充数，还是促进构建总部经济各要
件自成体系又整合互动，从而带动当地的发展？

强手
调查

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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