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淄博楼市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于雪莲 美编：只文平今 日 淄 博 <<<<

专访淄博贝瑞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吕胜军：

开开城城三三周周年年 塑塑化化城城再再出出发发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非常清晰，历经三年紧张建设、三年全力运营，齐鲁国际塑

化城已经践行了其‘立足鲁中，辐射山东，影响全国’打造江北第一塑化商城的发展目
标，商城影响力与日俱增，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力求使其早日跻身于全国一流塑化
专业市场行列，为此，我们在完善硬件的基础上，着力于打造五星级运营服务，着力于

依托实体商城打造美旗平台这一石化金融电商免费新模式为代表的系统软件建设，并取得了较大成效，所
以，对于齐鲁国际塑化城下一步的更快升级发展，我们一直充满信心。”作为齐鲁国际塑化城的缔造者，吕
胜军董事长一直如同一个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对于商城的每一步发展都胸有成竹、信心满满！

金秋九月，天高云阔，齐鲁国际塑化城人流如织，车来车往，一派繁荣发展中迎来了她开城三周年，笔
者每次来到这里都被商城日新月异、车水马龙的发展景象感染，这次有幸再一次近距离采访吕总，进一步
聆听这位淄博商业地产领域的传奇人物，齐鲁国际塑化城的掌舵人侃侃而谈，为笔者梳理出商城发展的美
好画卷。

在淄博商业地产领域，齐
鲁国际塑化城是一个必须提
到的标杆性项目，无论是充满
齐文化气息，布局合理、高端
大气的规划设计，还是准确的
定位，各种业态有机组合，业
户的认可和追捧，销售招商的
火爆都牢牢吸引着各方关注；
2012年的满城开城运营，更是
创造了淄博商业地产的运营
奇迹，开城后税收、安监等扶
持政策的快速全面落实，极大
促进了商城业户的经营发展，
为商城后期的建设运营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齐鲁国
际塑化城，近千户商户进城经
营，年交易额近千亿，而且这
个数据还再逐年稳步递增，商
城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回望过去，吕总就像一位
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将军，齐鲁
国际塑化城发展的每一步都
在他的精准筹谋之中。

“2010年7月齐鲁国际塑化城
开工建设至2012年9月齐鲁国际
塑化城一期正式开城运营，这期
间是整个商城的规划建设阶段；
从2012年到2014年，我们的工作
重点就进入市场全面运营管理
阶段；从2014年下半年到至今，我
们持续走在塑化城全面形象升
级的重要阶段。”谈到塑化城发
展的过往，吕总为我们进行了这
样的梳理。

作为专业的商业市场，良
好发展和运营离不开坚实的
产业基础，谈到这点，吕总说：

“我用两个数据就足以证明，
在临淄建设齐鲁国际塑化城
是具备极强的产业优势的。首

先，整个山东的地方炼油企业
占全国的68%，这就说明我们
山东地区有产业集群优势；其
次，山东的石油化工占全国石
油化工的21%，占全国的五分
之一还有多，临淄作为闻名的
塑化名城，其优势更是不言而
喻，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打造
齐鲁国际塑化城是有深厚根
基的。”

有了产业基础，项目精准
的规划定位也至关重要，吕总
介绍，在齐鲁国际塑化城建设
之初，公司领导班子及邀请的
塑化经营大户多次深入全国
各地的专业市场调研考察，听
取多方建议；多次召开专业论
坛，邀请各级行业及协会专家
等集中讨论论证；多次邀请临
淄乃至全国塑化经营大户进
行座谈，听取业内意见和建
议；并邀请多家国内一流设计
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多次比较
修改，推翻重立，经过这一系
列付出和努力，形成了最后堪
称完美的整体规划。如今，齐
鲁国际塑化城已经神采奕奕
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其高标准
的规划设计，各具特色的建筑
形态，多层次的产品定位，以
及其中对临淄齐文化元素的
生动诠释应用，无不彰显着商
业大盘的华彩篇章。

淄博贝瑞建设有限公司
也以一个项目改变一个板块
的价值取向，全面带动了临淄
西部经济板块的飞速发展；为
临淄石化产业的升级发展，为
临淄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升
级提供了坚实助力。

回顾：六年运营建设 规模优势凸显

分析：“孕”市场更“育”市场 人气带动商气

项目开发运营至此，其成
绩不可谓不突出，其成功不可
谓不夺目，即便按部就班进展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以吕
总为核心的贝瑞公司团队其志
远不止于此，其实，在项目确定
规划之初，吕总已经开始从几
个方面着手后期的升级发展布
局。

一是整合布局，共谋发展。
首先是注重“山峰”效应，吸引
以中石化为代表的诸多经营大
户率先进驻，为整个商城树立
了行业标杆；同时，注重金融配
套的重要性，先后促成农行、工
行、农商行等多家金融单位入
驻经营，为商城业户提供便捷
的金融配套服务；成功招商居
然之家这一家居领军品牌，实
现了塑化、家居两大行业的完
美结合和相互促进，极大提升
了商城的知名度和人气；硬件
建设上为餐饮酒店预留了充分
的空间，辅以合理引导，商城各
种档次的餐饮配套水到渠成；
而临淄塑料化工企业商会的成
立发展更为城内企业搭建了

“对内交流，对外交往，互通信

息，维护权益，提升效益”的平
台，更好的促进了商城和入驻
企业的发展。

二是服务升级，品牌升
级。2012年开城之初，为了更
好的进行运营服务，淄博齐
鲁国际塑化城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应运而生，吕总说：“我
们的管理公司不是简单地进
行物业管理，更重要的是对客
户进行有效服务，各种证件的
办理以及各种困难的协调和帮
助，财政扶持政策的落实兑现，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商户和
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开展
的是一般物业基础上更深层次
的服务。”这不仅为打造国内一
流塑化名城夯实服务基础，更
为促进齐鲁国际塑化城市场
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
力。物业公司的工作不光赢
得 了 商 城 业 户 的 好 评 和 认
可，也获得了应有的殊荣，截
至记者发稿时，齐鲁国际塑
化城已获得了“全国文明诚
信市场”等多个荣誉，并且顺
利通过了“省级创业园区”的
评审，此成绩来之不易。

在软件建设上，除了常规的配套
和服务外，美旗平台的搭建才是吕总
在软件建设布局的关键点，这也得益
于吕总过人的眼光和前瞻性的规划。

“实体商城极限交易量是1000亿
元，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
城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我们的商城要
紧跟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的
概念，通过打造网上交易平台实现
10000亿的交易量。”

吕总介绍，他们打造的“美旗石
化交易平台”将于10月份正式上线，作
为全球“互联网+石化产业”领跑者，
将通过与齐鲁国际塑化城实体商城
的结合实现线上和线下完美搭配、共
同促进，在未来全球供应链金融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据记者了解，美旗交易提出的
“平台+供应链”石化金融电商免费服
务模式，是商贸流通领域中的全新独
创，齐鲁国际塑化城打造这样的一个
平台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随着市场逐步的完善和成熟，
我们在跟业户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
流动资金的不足是制约市场经营业
户发展的瓶颈，于是我们对全国十几
个石化交易所和平台都进行了考察
后，提出来供应链金融+物流平台的
模式来打造我们的美旗平台，具体来
说，到我们平台上来经营的客户只要
存上交易额20%的保证金，平台就可
以提供百分之百的资金支持进行交
易，这个平台就好比一个充满魔力的
杠杆，借助20%的力量，就可以撬动
100%的资金，这样就能快速解决经营
客户自有本金不足的问题。”说到这
个平台，吕总脸上写满了自信。

据记者了解，山东美旗石化交易
中心着力于为入住齐鲁国际塑化城
的商户打造了“交易”、“融资”、“物
流”、“信息”四个服务中心：

“交易中心”主要针对油品、化
工、塑料、天然气等交易品种，采用专
场、集中采购、贸易中介、代购代销等
10种交易模式，为客户提供现货交易
服务。

“融资中心”，主要利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能够在对货物进行有效管控
的基础上，以交易额度积累授信额度
的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贷款服务。

“物流中心”通过自建与整合相
结合的方式，基于云计算系统架构，
构建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工作、资源
整合公路、铁路、海上三种物流形势、
流程再造、商业智能和决策分析为一
体的综合性的物流服务平台。

“信息中心”通过构建产品库、企
业库、用户库，定期开发价格指数，以
网站、微信、APP等多种新媒体提供资
讯服务、企业服务、专业服务。

吕总把美旗交易平台定义为一
个服务型的机构，不收取业户的中间
费用。“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做市场，而
不单纯是做开发，做市场首先要培育
市场。所以我们给客户特别是经营业
户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并始终把
让利于客户作为我们的经营宗旨，尽
量降低业户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这
个商城能够轻装上阵，快速发展，这
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在记者看来，齐鲁国际塑化城最
看重的是要和业户共同成长，共同促
进市场繁荣，因此他们的侧重点是运
营和服务，所以齐鲁国际塑化城的产
品线一直坚持最优的配置和最高的
性价比。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已经
具备山东美旗石化交易平台进驻的
独有优势，中瑞大厦还是坚持让利于
客户，以极具震撼力的优惠价格推
出，这正是一个有责任的优秀企业的
坚定选择。

把握时代大潮流，铸造核心竞争
力，引领行业新发展——— —— 齐鲁国际
塑化城正稳步以大视野崛起于全球
塑化行业的大格局之中。

董晴晴

展望：

“O2O”为商城业户
插上腾飞的翅膀

淄博贝瑞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长吕胜军。

““金金九九银银十十””到到来来，，把把握握买买房房好好时时机机
买房只有合不合适，房价涨跌都不吃亏

房地产市场“金九银十”即将到来，各楼盘纷纷打出优惠吸引购房者。不少市民持观望态度，买前怕涨，买后怕跌是因因为
没有做好买房准备。那么，买房必须做好哪些准备呢？一个理性的购房者，买房前至少要做好时间、心理、资金三方面面的准备。

常常听到购房者抱怨，今天
想看这个楼盘，明天又想看另外
一个楼盘，但一年到头，不仅没
买房，还累得够呛。

买 房 拖 拖 拉 拉 ，磨 磨 蹭
蹭，这多半是因为没有做好买
房 时 间 观 念 ，分 不 清 轻 重 缓
急，分不清主次，不知从什么

地方下手。对此，购房专家表
示，买房，购房者可以准备一
个记事本，把需要做的事情都
记下来，并给其分类。一般而
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的；另
一类是较为自由的，在一段时
间内，什么时候办都可以。

很多置业者有点无所适从，
持币观望吧，万一价格再来一次
大涨，就错过最佳的入市时机
了；买吧，又怕到时候价格下跌，
那么就算不是投资客，心理上也
会有被“套住”的懊恼感。

有以上的买房困惑，主要是
因为买房之前没有做好心理准
备。一般而言，购房者要对房价走
势、买房区域规划、还贷能力(受
降息、涨息影响)有所把握，以及
对买房风险有预期心理准备。

买房除了以上两个准备
外，买房前的资金准备也非常
重要。买房是件大事，关系到个
人及家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生
活。如果买房前没有做好资金
准备，往往会造成购房预算超
支，甚至陷入买得起而住不起

的尴尬境地。
一般而言，买房资金包含

三大部分，第一，首付款；其次，
契税，一般为总房价的 4%以
下；第三，装修资金准备，一般
而言，在楼盘交房之前，一定要
预留好装修资金。

做好时间准备，分清轻重缓急

做好心理准备，把握入市时机
做好资金预算，留足装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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