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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与万科2014年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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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联姻”转型 “万万”要面对现实

本报记者 徐学成

万科、万达14日宣布“强强联手”，双方将通过联合拿地、合作开发的形式进行合作，即由万科开发项目中住宅部分，万达开发项目中商业部分，以实现优势互补。 此外，双方表示将共同探讨基于现有项目进行合作开发的可能性。

“万万没想到”中国房地产行业两大千亿级巨头的合作就这样来了，它显得有些突然，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2014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速几乎跌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销售不畅、市场低迷，行业步入拐点，资金压力加剧，万科甚至早就以“白银时代”来定义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新阶段。 无论是万科频繁考察互联网企业，还是碧桂园携手金融巨头，亦或是恒大的多元化路线，均宣示房地产行业转型迫在眉睫。 分析人士指出，改变以往的重资金、轻管理思维，走向精细化管理和轻资产运营将是这场转型大戏的主旋律。

万科万达优势互补

5月14日，国内住宅龙头万科，与商业地产龙头万达集团共同宣布，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本着“积极合作、携手共赢”的原则，强强联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记者获悉，根据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万科与万达将充分发挥各自在房地产领域的优势，在一系列双方有合作意向的房地产项目上开展深度合作。 为此，双方将各自成立由集团高层领衔的协调小组，以负责合作事宜的日常对接，以及项目合作信息的交流。

根据两家公司披露的数据，2014年，万科实现销售金额2151.3亿元，同比增长25.9%。 同期，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收入为1078.71亿元，同比增长24.31%。 由于两家公司在营业收入方面均超过千亿，这也被称作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千亿级合作”。 此外，无论是万科还是万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拥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 万科是全国首个住宅销售超过千亿的企业，万达集团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且两家都拥有约27年的房地产开发历史，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国内房地产完整发展历程的企业。

据了解，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一项长期计划，未来双方的合作主要会通过联合拿地、合作开发的形式来进行，即由万科开发项目中住宅部分，万达开发项目中商业部分，以实现优势互补；此外，双方也表示将共同探讨基于现有项目进行合作开发的可能性。

万科方面表示，基于万科与万达在各自领域所拥有的强大专业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此次合作有望进一步强化双方的项目获取优势，而住宅与商业优势互补，将显著提升项目整体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兴业证券研报对此分析称，“两万”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包括而不限于共同拿地开发、轻资产运营、金融创新、社区消费O2O等。 尤其在共同拿地合作开发方面，万达在商业用地上的运营优势与丰富的项目资源将给万科住宅业务增添重要助力：一是有利于万科在城市核心商圈高效获取优质地块，二是万达的商业物业与配套设施将有效提升万科住宅物业品质，增强其品牌影响力。 双方此次联手将孕育众多合作机会，产生较强的协同效应。

房企告别黄金时代

在万科总裁郁亮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看来，双方的合作，是基于房地产行业进入“白银时代”这一基本判断做出的选择。 2014年郁亮即提出：“房地产已经进入白银时代，轻松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 ”王健林在也曾明确表示：“房地产逐渐会回到平均利润行业，这是我们对房地产长期趋势做出的判断。 ”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64亿平方米，同比下降4.8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3.63万亿，同比下降2.5%。

2014年，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谷。 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4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2013年则增长了17.3%。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76292亿元，下降6.3%，2013年增长了26.3%。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7.8%。

易居地产研究院指出，从近年来商品房销售面积走势看，多数年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均在10%以上，仅有2008年楼市表现惨淡。 2013年商品房市场明显回暖，销售面积同比增幅快速回升。 但2014年市场降温，同比增速下跌。

销售不畅、市场低迷，房地产行业增速下滑、资金压力加剧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Wind统计，万科2010年至2014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75%、41.54%、43.65%、31.33%和8.10%，其中去年的增长率为2011年来的低点；盈利方面，万科2014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仅增长4.15%，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从行业整体来看，Wind统计显示，A股上市房企2014年营业收入总体增长率为13.82%，为2012年以来的新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体增长率为-0.80%，更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此外，2014年A股上市房企总体速动比率仅为0.41，甚至是近20年以来的最低点，反映出上市房企的债务偿还能力已处于较低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各项指标走低显示房地产行业已经告别了“黄金时代”，传统的管理思维和发展模式亟待改变。 随着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两家行业龙头近年来都不约而同的启动了转型。 万科近年来频繁走访互联网企业，并与百度合作挖掘大数据带来的商业机会；同时，万科在去年还发力推动“小股操盘”和轻资产运营，并且在发布2014年年报的同时，第一次阐述了自己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和做“三好住宅”的战略蓝图。 万达更是明确提出2015年将进行公司第四次转型。 在内部推动业务转型的同时，以合作的方式实现外部资源的整合，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形成“1+1大于2”的协同效应，对行业而言这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

各显神通谋求转型

对业界而言，万科与万达的联手来得稍显突然，但并不意外。 放眼整个房地产行业，房企谋求转型的诉求正在不断加强，大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架势。

4月1日，碧桂园收获来自中国平安的62亿元注资，双方将在社区金融方面展开合作。 根据记者了解，“千亿房企”碧桂园近年来一直试图在社区服务运营方面有所动作，这也是出于公司在全国各地拥有庞大社区基数的考虑。

在挖掘社区运营服务市场方面，花样年可谓快人一步。 目前花样年旗下的社区服务营运平台彩生活已经在港股分拆上市。 2014年的数据显示，彩生活社区管理服务业务覆盖范围已延伸至中国109个城市及海外1个城市，合约管理建筑面积合共超过2亿平方米。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转型中的房地产企业来说，社区也许是最为宝贵的资产之一，这也必将是房地转型争夺最为激烈的“战场”。

2014年以来，泛海控股重新规划了产业发展方向，提出在继续发挥房地产业务优势的基础上，融合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金融、战略投资等业务板块，以摆脱单纯依赖房地产业务的发展模式，努力转型为“金融+房地产+战略投资”的综合性业务上市公司。 2014年3月，泛海控股从大股东手中接入民生证券73%控股股权，进军证券行业；2014年5月，增资10亿元入股民生信托，持股25%；2015年1月，收购民安保险51%控股股权，取得财险业务牌照；4月，又提出设立“民金所”等公司，布局互联网金融，将民生期货增资至10亿元，布局期货牌照。 此外，为了更好的推动新业务板块发展，5月13日公司大范围调整了董事会成员，包括卢志强在内的10名新晋董事将替换之前8名董事会成员，组成了新的核心团队。

另一家“千亿房企”恒大地产可谓独辟蹊径推进转型。 近年来，恒大全力切入快速消费品市场，甚至还联手韩国最大的美容机构进军高端整容行业，公司在做大地产业务之后的多元化发展意图非常清晰。

爱建证券研报指出，申万房地产行业的144家A股上市公司，有转型意向或行动的公司有86家，按照转型的类型划分，可分为在房地产行业内部转型、保留房地产业务，向房地产相关行业延伸、保留房地产业务，向其它行业延伸以及收缩地产业务，谋求彻底转型。 房企转型方向多为新能源、互联网、健康医疗、文化传媒、体育产业等市场热点。 从房地产公司纷纷谋求转型的现状可以看出房地产行业已经是“辉煌不再”，谁都能赚钱的时代已经终结。 但具体哪个行业更有发展前景，哪个行业能够整合企业原有资源，房地产企业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有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发展黄金时期“融资-拿地-开发-销售”的盈利模式已无法适应行业转型的需要，无论转型方向如何，改变以往重资金、轻管理的粗放式发展思维，走向精细化管理和轻资产运营将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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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合作震动业界

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

本报记者 于萍

“一见钟情” 、“门当户对” ，在5月14日

万达集团与万科集团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上，万科总裁郁亮这样形容双方的合作。作为

国内商业地产及住宅地产各自领域的龙头企

业，“万万” 合作引发了地产行业的震动，也

成为房企转型值得借鉴的样本。 万达集团董

事长王健林透露， 如果双方未来谈判能达成

一致，合作规模将超千亿级。

开启强强联合时代

14日举行的签约仪式早早就聚集了“各

路人马” 。 与媒体“长枪短炮” 严阵以待相

比，王健林与郁亮则是以“哥俩好”的姿态轻

松现身。

“万科和万达特别有缘分， 两个公司都

姓万，两家的创始人都姓王。 ” 郁亮一上场便

笑言，而王健林也表示：“双方战略转型不谋

而合。 ”

作为各自领域多年的行业龙头， 万达与

万科选择在当前这一时点合作引发了业内不

少好奇。 对此，王健林表示，过去两家模式差

异性不大，之所以选择强强联手，是因为现在

突然找到双方合作会产生更大价值的共同

点。目前合作时机成熟了，双方也有了合作的

心态。

郁亮则表示，在“黄金时代” ，房地产

跑马圈地、自由生长。 到了“白银时代” 以

后，对发展的要求更全面、更严格，一家公

司不具备所有的优势， 走在一起很自然。

“需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 发挥各自的优

势，来共同面对‘白银时代’ 对开发商的挑

战， 这是能够使两家企业走到一起的背

景。 ” 郁亮坦言。

尽管在14日的签约仪式上双方并未披

露更多合作的细节，但王健林和郁亮均表示，

未来合作将主要通过联合拿地、 合作开发的

形式来进行。

王健林透露，万达与万科的合作将不

仅局限于国内，也包括海外合作，很可能

在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种房地产

产业新模式。 “双方合作绝不仅限于万达

广场周边土地的开发，如果双方接下来的

谈判能达成一致，是超过千亿级的。 ” 王

健林直言。

在万达与万科达成战略合作后，业内认

为未来房地产行业将开启强强联合的时代。

郁亮表示，房地产未来的趋势将是“强强联

手” ，但所有的结盟都不是排他的，也不是

垄断性质的，而是开放的。 万科会保留自己

的商业，重点在社区商业方面发力。 郁亮还

透露，未来双方也有可能在金融板块上进行

合作。

“从万达目前来看，只会跟万科合作，因

为我们也没有谈第二家。 ” 王健林坦言，合作

过程中“门当户对” 很重要，“万达目前没有

跟别人谈过，可能暂时也不会跟别人合作。 ”

转型方向更加明确

随着房地产进入发展新阶段， 房企纷

纷开启业务转型。 万达与万科也明确了转

型方向。

目前， 万达正在进行以轻资产模式为

主的第四次转型。 “轻资产现在正在按计

划继续，从签约到开业有一个过程。 今年开

业的26个广场，全部是轻资产。明年大概可

以超过50个。到2020年，万达的轻资产广场

比重会超过重资产。 ” 王健林表示，轻资产

考核的核心是两点，一是成本控制的方式，

二是招商租金控制的能力， 这决定商业模

式是否成功。

在转型过程中，万科则从专注住宅开发，

转为“城镇化配套运营商” 。“我们的转型跟

王健林董事长的转型不太一样。 ” 郁亮表示，

万科制定的是未来十年的转型，包括两部分，

一是“三好” 住宅，公司认为有巨大的空间。

二是城市配套服务的转型， 主要是产业地产

和消费地产，消费地产包括养老，也包括社区

商业等，是公司的重点。

郁亮表示，万科提出“为普通人家盖好

房子” ，不只是为一二线城市的人盖好房子，

也包括三四线城市， 未来五六线城市都可以

考虑，所以公司不会局限在一二线城市。“我

们对一二线城市反而有所警惕， 当大家都觉

得一二线城市好时，那就是很危险的时候，是

应该小心的时候。 ” 郁亮表示。

分析人士指出， 万达与万科的合作代表

了行业趋势和目前面临的行业挑战。 双方的

“强强联合” 对于行业的影响非常大，市场竞

争将更加激烈， 其他企业也有出现联合的可

能性。 未来房地产行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将

越来越艰难，将出现新的竞争形式。

房企牵手转型 “万万” 要面对现实

□

本报记者 徐学成

万科万达优势互补

5月14日，国内住宅龙头万科，与商业地

产龙头万达集团共同宣布，基于长远发展的

考虑，本着“积极合作、携手共赢” 的原则，

强强联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记者获悉， 根据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万科与万达将充分发挥各自在房地产

领域的优势，在一系列双方有合作意向的房地

产项目上开展深度合作。 为此，双方将各自成

立由集团高层领衔的协调小组，以负责合作事

宜的日常对接，以及项目合作信息的交流。

根据两家公司披露的数据，2014年，万

科实现销售金额2151.3亿元， 同比增长

25.9%。同期，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收入

为1078.71亿元，同比增长24.31%。由于两家

公司在营业收入方面均超过千亿，这也被称

作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千亿级合作” 。此外，

无论是万科还是万达，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

拥有毋庸置疑的影响力。万科是全国首个住

宅销售超过千亿的企业，万达集团则是全球

规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且两家都拥有约

27年的房地产开发历史，是行业内为数不多

的经历了国内房地产完整发展历程的企业。

据了解， 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一

项长期计划，未来双方的合作主要会通过联合

拿地、合作开发的形式来进行，即由万科开发

项目中住宅部分，万达开发项目中商业部分，

以实现优势互补；此外，双方也表示将共同探

讨基于现有项目进行合作开发的可能性。

万科方面表示，基于万科与万达在各自

领域所拥有的强大专业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此次合作有望进一步强化双方的项目获取

优势，而住宅与商业优势互补，将显著提升

项目整体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双方

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兴业证券研报对此分析称，“两万” 合

作空间非常广阔，包括而不限于共同拿地开

发、轻资产运营、金融创新、社区消费O2O

等。 尤其在共同拿地合作开发方面，万达在

商业用地上的运营优势与丰富的项目资源

将给万科住宅业务增添重要助力：一是有利

于万科在城市核心商圈高效获取优质地块，

二是万达的商业物业与配套设施将有效提

升万科住宅物业品质， 增强其品牌影响力。

双方此次联手将孕育众多合作机会，产生较

强的协同效应。

房企告别黄金时代

在万科总裁郁亮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

健林看来，双方的合作，是基于房地产行业

进入 “白银时代” 这一基本判断做出的选

择。 2014年郁亮即提出：“房地产已经进入

白银时代，轻松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 ” 王

健林也曾明确表示：“房地产逐渐会回到平

均利润行业，这是我们对房地产长期趋势做

出的判断。 ”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商

品房销售面积2.64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

4.85%；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3.63万亿，

同比下降2.5%。

2014年，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谷。 国家统

计局统计显示，2014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6%，

2013年则增长了17.3%。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76292亿元 ， 下降 6.3% ，2013年增长了

26.3%。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7.8%。

易居地产研究院指出，从近年来商品房

销售面积走势看，多数年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幅均在10%以上，仅有2008年楼市表

现惨淡。 2013年商品房市场明显回暖，销售

面积同比增幅快速回升。 但2014年市场降

温，同比增速下跌。

销售不畅、市场低迷，房地产行业增速

下滑、资金压力加剧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

Wind统计，万科2010年至2014年的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率分别 为 3.75% 、41.54% 、

43.65%、31.33%和8.10%， 其中去年的增长

率为2011年来的低点；盈利方面，万科2014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仅增长

4.15%，为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从行业整体来看，Wind统计显示，A股

上市房企2014年营业收入总体增长率为

13.82%，为2012年以来的新低；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总体增长率为-0.80%， 更是

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此外，2014年A股

上市房企总体速动比率仅为0.41，甚至是近

20年以来的最低点，反映出上市房企的债务

偿还能力已处于较低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 各项指标走低显示房

地产行业已经告别了“黄金时代” ，传统的

管理思维和发展模式亟待改变。 随着行业

发展进入新阶段， 两家行业龙头近年来都

不约而同的启动了转型。 万科近年来频繁

走访互联网企业， 并与百度合作挖掘大数

据带来的商业机会；同时，万科在去年还发

力推动“小股操盘” 和轻资产运营，并且在

发布2014年年报的同时， 第一次阐述了自

己转型城市配套服务商和做 “三好住宅”

的战略蓝图。 万达更是明确提出2015年将

进行公司第四次转型。 在内部推动业务转

型的同时， 以合作的方式实现外部资源的

整合， 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形成 “1+1大于

2” 的协同效应，对行业而言这也代表了一

种新的可能。

下半年房企业绩

有望回暖

□

本报记者 徐学成

截至目前，A股上市房地产公司2015年

一季报已披露完毕。从趋势来看，一季度上市

房企业绩增速继续下滑， 且净利润未能扭转

下降趋势。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销售疲软、营

销支出费用加大， 房企整体净利润下滑趋势

符合预期。 与此同时，随着政策不断放松，房

地产市场有望在二季度迎来明显反弹， 成交

向好料带动房企下半年业绩回暖。 未来A股

地产板块仍存在投资机会。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152家房地产上

市公司营业收入为1087.07亿元， 同比下降

0.75%，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14.21亿元，

同比下降3.49%，降幅有所加大。 每股收益为

0.07元，同比下降12.04%。

东兴证券研报指出，2014年房地产上

市公司净利润增长出现下降， 净利润回落

的主要是因为由于销售疲软致使销售毛利

率下降。 目前，政策持续放松对冲行业净利

增速下滑， 预计销售毛利率下降幅度会逐

步减弱。

与业绩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今年以

来， 地产板块的涨幅不仅跑赢大盘， 在与钢

铁、 银行等传统权重板块的较量中也不落下

风。 Wind统计显示，截至5月14日，房地产板

块（申万二级分类）今年累计上涨70.24%，跑

赢上证综指；相比之下，钢铁和银行板块的累

计涨幅仅为52.93%、8.14%。

上述情形与市场风格转换不无关系，但

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相关政策的放松，无

疑是地产股走强的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

从目前经济运行的态势来看， 货币政策调整

的预期仍在，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将迎来近年

来难得的政策宽松环境， 房地产企业的销售

也将因此放量，助推业绩回升。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 在一线城市销售全

面回暖之际，二线城市销量放量或紧随其后。

板块经历了调整后， 降息将凸显行业估值优

势。 整体来看，房地产市场将呈现“量升价

平” 格局，依旧看好地产股在宽货币预期下的

表现。

东兴证券认为，随着政策宽松见效，商

品房市场回暖将在全国范围内扩散。 房地

产股自上涨以来已基本体现政策放松的预

期，但市场对销售的持续回升仍保持谨慎。

随着季报披露结束， 业绩下降的负面影响

将被市场所消化， 销售回升将成为推动板

块继续上涨的动力， 龙头房企的表现将更

积极。

广发证券指出， 未来在多重政策利好的

促进下，购房需求将加快入市，配合供给推盘

放量，成交复苏具备持续性。在基本面持续向

上修复的背景下， 板块仍然具备超额收益的

基础， 考虑到目前主流地产股与板块估值比

值重新回归到去年降息前水平， 未来主流地

产股相对估值会逐步回升。 投资者可关注龙

头上市房企存在的投资机会。

各显神通谋求转型

对业界而言，万科与万达的联手来得稍

显突然，但并不意外。放眼整个房地产行业，

房企谋求转型的诉求正在不断加强， 大有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的架势。

4月1日，碧桂园收获来自中国平安的62

亿元注资， 双方将在社区金融方面展开合

作。根据记者了解，“千亿房企”碧桂园近年

来一直试图在社区服务运营方面有所动作，

这也是出于公司在全国各地拥有庞大社区

基数的考虑。

在挖掘社区运营服务市场方面， 花样年

可谓快人一步。 目前花样年旗下的社区服务

营运平台彩生活已经在港股分拆上市。 2014

年的数据显示， 彩生活社区管理服务业务覆

盖范围已延伸至中国109个城市及海外1个

城市， 合约管理建筑面积合共超过2亿平方

米。分析人士认为，对于转型中的房地产企业

来说，社区也许是最为宝贵的资产之一，这也

必将是房企转型争夺最为激烈的“战场” 。

2014年以来， 泛海控股重新规划了产

业发展方向，提出在继续发挥房地产业务优

势的基础上， 融合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金

融、战略投资等业务板块，以摆脱单纯依赖

房地产业务的发展模式，努力转型为“金融

+房地产+战略投资” 的综合性业务上市公

司。 2014年3月，泛海控股从大股东手中接

入民生证券73%控股股权， 进军证券行业；

2014年5月， 增资10亿元入股民生信托，持

股25%；2015年1月，收购民安保险51%控股

股权，取得财险业务牌照；4月，又提出设立

“民金所” 等公司，布局互联网金融，将民生

期货增资至10亿元，布局期货牌照。此外，为

了更好的推动新业务板块发展，5月13日公

司大范围调整了董事会成员，包括卢志强在

内的10名新晋董事将替换之前8名董事会成

员，组成了新的核心团队。

另一家“千亿房企” 恒大地产可谓独辟

蹊径推进转型。 近年来，恒大全力切入快速

消费品市场，甚至还联手韩国最大的美容机

构进军高端整容行业，公司在做大地产业务

之后的多元化发展意图非常清晰。

爱建证券研报指出，申万房地产行业的

144家A股上市公司， 有转型意向或行动的

公司有86家，按照转型的类型划分，可分为

在房地产行业内部转型、 保留房地产业务，

向房地产相关行业延伸、 保留房地产业务，

向其它行业延伸以及收缩地产业务，谋求彻

底转型。房企转型方向多为新能源、互联网、

健康医疗、文化传媒、体育产业等市场热点。

从房地产公司纷纷谋求转型的现状可以看

出房地产行业已经是“辉煌不再” ，谁都能

赚钱的时代已经终结。但具体哪个行业更有

发展前景， 哪个行业能够整合企业原有资

源，房地产企业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有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发展黄金时期

“融资-拿地-开发-销售” 的盈利模式已无

法适应行业转型的需要， 无论转型方向如

何，改变以往重资金、轻管理的粗放式发展

思维，走向精细化管理和轻资产运营将是大

势所趋。

万科、万达14日宣布，双方将通过联合拿地、

合作开发的形式 “强强联手” ， 即由万科开发项目中住宅部

分，万达开发项目中商业部分，以实现优势互补。此外，双方表示将共同探讨基

于现有项目进行合作开发的可能性。

“万万没想到” 中国房地产行业两大千亿级巨头的合作就这样来了，它显得有

些突然，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2014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增速几乎跌到了2008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销售不畅、市场低迷，行业步入拐点，资金压力加剧，万科甚至早就

以“白银时代”来定义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新阶段。无论是万科频繁考察互联网企业，

还是碧桂园携手金融巨头，亦或是恒大的多元化路线，均宣示房地产企业转型迫在

眉睫。 分析人士指出，改变以往的重资金、轻管理思维，走向精细化管理和轻资产运

营将是这场转型大戏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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