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兴业房地产，一个小城市大地产商的转型：

从从建建房房子子到到““造造房房子子””再再到到““造造幸幸福福””
“我们就是要当个小城市的大房地产商，起步日照，迈向全国。”兴业集团董事长丁

杰如是说道。
作为从海滨小城日照崛起的山东本土房地产企业，兴业房地产可能无法与地产界

千亿级的巨头比肩，但凭着对市场的精准把握，对企业管理的精细，对业主服务的精心，
从最初2万平米的小项目到如今20个楼盘遍布日照，并开始布局省内、国内。12年来，兴
业地产在三四线城市走出了极富文化特质的“兴业模式”。

1 12年日照兴业，一个企业改变一座城
“目前我们写字楼的招商非

常火爆，许多定位半岛蓝色经济
的企业都看重了这一黄金位置，
将总部安放在这里。”在位于日
照市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黄金区
位的兴业喜来登广场售楼中心，
工作人员指着沙盘对记者介绍
说。作为兴业房地产投资打造的
世界级滨海度假综合体，它吸引
了全球著名酒店品牌——— 喜来
登五星级大酒店入驻，并规划建
设两栋 46 层国际 5A 甲级写字
楼和三栋高级海景洋房，定位为
日照新地标。

“虽然今年房地产市场整体
趋弱，目前又是市场淡季，但我
们兴业上一周成交额 3000 多万
元，这周成交额 2000 多万元，
2013 年度整体销售额达 30 亿
元。”兴业集团董事长丁杰对今
年的市场表现比较满意。

12 年前，兴业集团的前身
还是只有十几个人的贸易公司。
直到 2001 年 12 月，兴业一举以
1 . 26 亿的价格拍下日照市政府
对面的地块(现在的兴业世纪
城)，当时，全国刚刚由协议出让
土地转为公开招拍挂，兴业此次
交易成为山东省第一宗走招拍
挂手续的土地，也是单宗地价最
高的。由此，在地产界名不见经
传的兴业一下子引起全社会的
关注，从此也拉开了兴业“经营
城市”的大幕。

2002 年元宵节，日照市政
府在搬迁后首次举办元宵灯会。

丁杰安排下属说：“弄个最大的
灯，照 10 万块钱花。”下属并不
明白，以兴业当时做的小项目和
知名度，花个两三万参展灯会就
可以了。兴业人至今都记得，正
是按照丁杰要求做出来的那盏
花灯，成为日照全城灯会上最靓
的亮点，给港城百姓留下了极为
深刻印象。

拿下市政府前面黄金地块
后，丁杰想把项目规划展示出
去，征求社会意见，可当时普通
老百姓对此并不感冒。品牌意识
超前的丁杰让下属策划了一个
与全城互动的公园寻宝活动。兴
业把整个市政府后面的银河公
园包下来，买了一批奖品，藏到
公园草丛、假山等位置，然后免
费向社会散发门票，发起了一场
市民参与的公园寻宝活动，而公
园的门口则摆上了兴业世纪城
整体规划展示、效果图、户型图，
征求市民意见。就这样，兴业把
这个活动打造成了整个城市的
狂欢节。

“事后，许多圈内人认为这
是兴业策划的一次成功的楼盘
营销，但是在丁杰董事长看来，
市府门前的建筑设计是一个城
市的脸面，作为一个建设企业有
义务也有责任提前把建设方案
向社会公示，征求全社会意见。
丁总的心里装着这座城市。”丁
杰身边的一位高管诚恳地向记
者解释。

12 年一路走来，兴业房产

的 20 个楼盘几乎覆盖了日照
市区各个位置，从住宅到商业
地产，某种程度上兴业已成为
整座城市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我们的价格并不便宜，却总是
一开盘就抢光，‘日光盘’非常
普遍。任何一个盘，当天销售没
有低于 70% 的。”丁杰说，许多
业主都是在拿钱等着买兴业的
房子。

据介绍，如今兴业已开创了
“村企合作”、“民营与国企合作”

等多种模式，仅配套供应商就有
300 多家，完全可以称为“一个
小城市的大房地产商”。

丁杰表示，这得益于兴业
的品牌观和对品质的严苛。据
悉，兴业 2001 年搞房产，2003
就推出“不满意就退房”。在至
今仍有不少房产企业因“订金
不退”频频与消费者发生争执
的大背景下，兴业的“不满意就
退房”承诺尤其凸显出其诚信
价值。

“拼命工作”背后的

兴业文化因子

记者 马绍栋

在中国地产行业里，比规模，兴
业并不是很招眼的，但是说到企业文
化，兴业在整个行业里算得上一道风
景。它的特点在于融入每一个兴业人
的内心，变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能
量。

在采访丁杰董事长时，记者问及
他的骄傲，这位在商海中搏击了 20

多年的中年人脱口而出：兴业这支团
队是最值得我自豪的！

在兴业采访，你几乎随时随地都
会被他们那种阳光、激情和责任所感
染。

兴业喜来登广场有一个叫卜洋
(化名)的置业顾问，出生于 1994 年，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 90 后。来兴业工
作之前，曾经在社会上游荡过，也沾
染了一些不良习气，但在兴业工作了
一年多，却像换了一个人，朝气蓬勃，
举手投足间完全是那种极其职业的
素养。前不久，在一次体育锻炼中，他
的腰被扭伤，造成了椎间盘突出。医
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但他在腰间绑了
一个护带坚持正常上班。置业顾问许
多时候都是要立姿服务的，当这位
20 岁的年轻小伙以标准的姿势站在
你面前，没人能想到，他的腰部正疼
痛难忍。当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时，
他说：“躺在家里难受，一到公司就来
精神。”

在兴业文化感染下，大批的兴业
人已转化成公司的生命型员工。兴业
大厦交付时，一名工程副总得肺炎，
天天咳嗽，发高烧，也顾不上去医院，
可以说是拿命干活。办公室主任阑尾
炎化脓，捂着肚子坚持上班，后来大
楼起来了才去医院。在日照地产行
业，兴业的工资不是最高的，但队伍
稳定性却是最强的，除了被辞退或淘
汰的之外，基本没人主动辞职。

谈到兴业的这种让人“拼着命工
作”的环境，赵文强说：“这都源于兴业
的管理文化和用人文化。尊重、信任、
允许犯错误，这是兴业管理文化的三
要素。我们常说一句话：人格面前人人
平等。可以这样说，这句话在兴业已经
得到了真实体现。毫不夸张地说，兴业
的氛围更像一个家庭。”正是这样一种
氛围，树立了每个人的主人意识，激
情、努力已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

兴业房产有 500 多名员工，80

后、90 后的比例超过 80%，管理人员
中，80 后占了主体。在兴业这样一个
特别重视人才的企业环境里，年轻人

“拼着命”工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兴家、兴业、报国”，这是兴业房

产成立之初的精神标语。对业主的责
任感使兴业赢得了千家万户的信任，
赢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黑龙江省鹤
岗市的一位闫先生在兴业春天花园
买了一套房子。买房过程中，兴业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兴业的赞许也
成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结果，受
他影响，其在鹤岗的 30 多个亲朋好
友到兴业春天花园安了家。

随着事业的兴盛和发展，兴业的
“报国”行动也密集展开：为希望工程、
扶贫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3000 多
万元，设立了 1200 多万元的“兴业爱心
慈善基金”、70 多万元的“青年创业扶
持基金”和“兴业希望工程助学金”，捐
建了 5 所希望小学、3 条乡村公路、3

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资助了 200 多名
家庭困难学生圆梦大学，救助了 30 多
个重症特困病人家庭。在兴业，一个个
普通的员工身上也时不时流露出爱和
奉献的温暖印记。

“责任地产，写意未来”是兴业的
理念。行走在日照这座“洋气”的海滨
小城里，随着一座座带有“兴业”标识
的建筑、楼盘时不时闪现，你很难不把
兴业这家企业与这座城市紧密关联。
兴业改造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孕
育、成就了兴业。如今，兴业房产的开
发步履已经走出日照、走出山东。

本报记者 马绍栋

2 精细化管理，做“大企业”而非“做大”企业
如同每一家由小到大的企

业一样，伴随着国内房地产行
业快速膨胀一路走来的兴业也
曾有困惑踌躇的阶段。

“整个兴业房产团队已达
五百多人，这样庞大的队伍如
何进行成本控制，如何提升管
理效率？”谈及兴业的管理提
升，兴业集团副总裁、日照兴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文强称，刚加盟兴业房产之初，
他曾为此很焦虑。作为从国际
化大企业青岛啤酒跳槽加盟到
兴业的职业经理人，赵文强身
上一直流淌着青啤集团精细化
管理和企业品牌、文化建设的

基因，在详细了解兴业发展历
程以及房地产市场现状后，他
明确提出兴业要做“大企业”，
而不是“做大”企业。当时，无论
是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小城，
整个房产界还大都是野蛮生
长、粗暴赚钱模式，有着许多灰
色的不规则的短期行为。

赵文强指出，兴业首先要做
品牌建设，内抓产品质量外树诚
信形象；再者就是售后服务。“兴
业现在家大业大，已交付的房子
有 1 万多套。哪怕只有 1% 的出
现问题，就是 100 多套，处理不
好就会演变成大问题。”

在赵文强看来，房地产正从

原来的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转
型，兴业也应该从原来的建房子
转变为“造”房子。“不能停留在
过去建房子阶段了，而应像制造
工业产品一样‘造’房子，要在原
料、流程、质检、售后等各个环节
讲标准，讲控制，让生产和售后
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赵文强
解释说。他给记者展示了厚厚的
几大本管理细则，其中包括重复
犯错率最高的问题集成、成本控
制细则、项目管理细则、售后服
务标准等，不但责任明晰，而且
全部实现量化考核。

“我们的考评体系很细腻，
整个工作体系层层倒逼，保证

每个流程都标准、高效，保证执
行力。”赵文强进一步解释道。

赵文强表示，他的管理理念
是一方面一定要尽量给老板赚
钱，然后另一方面要从老板兜里
掏钱，花在职工福利、品牌建设、
企业发展上。“在管理上肯定是
标准化严格化，而对员工则是家
庭化、亲情化，无情管理，有情操
作。在成长性上，我们每年的学
习培训费用非常高，不惜花巨资
送员工出去学习。”

“管理军事化，文化家庭
化，培训学校化，这是我们企业
管理工作的三大核心。”赵文强
如是说。

3 业主享受亲人式服务，与兴业“一起幸福”
“兴业集团旗下的金帝物业

常说他们提供的是管家式服务，
我觉得更是亲人式服务，物业公
司和业主就像一家人。”兴业四
季春城业主葛祥飞如此评价兴
业房产的物业服务。

“负责任是兴业物业服务
业主的最大特点。”丁杰告诉记
者，在房地产前十年粗放发展
过程中，许多开发商卖完房子
就不见人了，无论是房子质量
还是社区配套，出问题后业主
都是哭告无门。而日照人都说：

“兴业的房子，卖完了服务才刚
刚开始！”“到目前，我们的物业
公司一年到头是赔钱的，集团
始终要求物业公司不能独立营
运，就是为了保证售后服务的

质量。集团赔出去的是钱，得到
的是业主信任！”金帝物业的尹
总由衷地表示。

赵文强也表示，兴业专门
制定了完善的考评制度来规范
售后服务。投诉电话全部录音，
接到电话必须一站式服务到
底，而且要有回访反馈。“未来
住宅的产品质量差异化越来越
小，服务才是最强竞争力。”赵
文强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兴业面向业主
每年举办的家庭节到 2013 年已
是第四届，参加者从最初的四五
百人到现在的四五千人，俨然已
成为日照市的“市民狂欢节”。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商业
居民小区人情淡漠，但是，在兴

业的各小区，家庭味儿很浓！”
兴业银河华府业主吕学军高兴
地说道，她认为这得益于兴业
集团操办的“家庭节”。

她说，兴业家庭节已经办
了四届，由于各种原因，前三次
都没有参加。这次去之前也曾
担心没意思，参加后感觉不虚
此行。因为，最让她难忘的是，
从入口到演出场地百十米的路
竟被兴奋的孩子拽得走不动，
各种新奇的布置让大人孩子兴
奋到尖叫：奇幻装束的外国美
女帅哥，各式可免费品尝的美
味糕点饮料……

“节目很精彩，都是社区业
主自编自演的，做游戏参与互
动还可以拿奖品。”吕学军说，

通过这次活动认识了许多邻
里、小区里的朋友，大家亲如一
家，约好下次再聚。“

在兴业，记者看到一本由
兴业编辑的载有各式业主活动
的文化册，书名叫“一起幸福”。
画册中一个个喜气洋洋的社区
场面和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是
兴业“业主观”和兴业与业主之
间关系的最好写照。

”对于中国人来讲，房子就
是家。把房子建好了，让每个业
主都住得安心、舒心、快乐，那
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房企！“丁
杰如是说。在记者眼里，这个大
高个硬朗的男人其实心很细。
与业主一起幸福，是他追求的
一种境界。

记者手记

2008 年，丁杰董事长在传递火炬。（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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