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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城市發展引擎” 2019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樓宇經濟與物業資產管理研討會

記者 方舟 現代物業雜誌 天前

2019 年 11 月 15-16 日，由現代物業雜誌社主辦的“2019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樓宇經濟與物

業資產管理”研討會在上海圓滿舉行。

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樓宇經濟已成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各大城市中心城區

經濟發展風向標。承載著城市經濟發展重任的大體量建築樓宇集群，具有業態複雜、企業眾多、

人員密集、人流量大等特點，簡單化、粗放式的運營管理模式已無法滿足業主、投資者、用戶

等主體的多元化需求。

保證及提升樓宇品質，幫助投資者在投資樓宇當中得到良好的資產收益回報，提升運作效

率和營造舒適的用戶體驗，促進樓宇周邊區域城市環境、社會服務的可持續發展等，是樓宇運

營管理者必須直面的物業資產運營管理工作核心。

“現代物業發展論壇”是現代物業雜誌社面向全社會及海內外專業和從業人士推出的大型系列

活動，其宗旨是通過研討、講座、培訓等各種形式，交流、總結和推廣在住宅物業管理、商業

物業管理、工業區及大廈物業管理、國有資產後勤物業管理，以及國民經濟基礎設施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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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現代物業管理的先進經驗、先進理論和先進思想，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健康發展，實

現民生為本、社會和諧、崇尚科學，普及物權的良好願景。

現代物業雜誌社社長宋有興在致辭中提到：“現代物業發展論壇已連續 12 年 26 屆論壇研

討。在上海舉辦論壇可追溯到 2010 年 7 月‘第三屆全國物業管理專業教學研討暨世博物業管理

經驗推介’活動。2019 年 11 月我們再次回歸上海，共同探討樓宇經濟與物業資產管理。”

嘉賓精彩觀點

羅能鈞

羅能鈞：中信和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運維管理中心總經理

主題：中信大廈全生命週期管理探索及實踐

中信大廈由中信集團投資，中信和業投資有限公司開發建設，位於北京 CBD 核心區，總建

築面積 43.7 萬平方米，建築高度 528 米，是北京第一高樓。作為中信大廈開發建設與運維主體，

中信和業在汲取世界先進經驗的基礎上，採用了 EPCO“規劃、設計、採購、建造、運營一體化”

全生命週期管理模式。

開發建設階段

採用的管理基本方法：虛擬建造（Virtual Construction，VC）、構建建築資訊模型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應用模型（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和管

理模型資訊（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其中對施工圖的 BIM 復核達到 64 批

次，解決了各種設計問題 5,557 項。僅針對地下部分的機電預留預埋、管線排布，通過 BIM 技

術就協調解決問題 519 項。

運維管理的特點難點

新技術新設備和複雜機電系統對運維管理的技術要求高。中信大廈專案的設備設施使用了

30 餘項新技術，如永磁同步變頻雙工況離心式冷水機組、冰蓄冷系統、低溫送風系統、變靜壓

VAV 系統、低溫大溫差空調水系統、變水量智慧閥空調水系統（VWV）、風量平衡一體化送風系

統（FASU）、採用葉輪式感測器及可變多孔葉片技術的變風量末端裝置、過渡季新風旁通技術、

冬季煙囪效應預防系統、動態 UPS 儲能系統、能源管理系統、基於 BIM 的智慧雲管理等，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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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管理的技術能力要求高。設備包括 12 個大系統，63 個子系統，主要設備設施約 2 萬臺 ，設

備設施系統控制點約 12 萬個。

運維管理團隊和體系

2018 年 10 月，成立“中信大廈運維管理中心”，2018 年 12 月初步接管大廈。由開發建設

核心技術和管理人員轉崗，組建運維團隊，向運維管理“無縫過渡”。圍繞目標、職責、流程、

品質、資源 5 大體系構建運維管理核心能力。

採用了國內和國際的多項標準：BOMA(國際建築業主與管理者協會）全球商業地產最佳運營

實踐標準（SOP）；IFMA（國際設施管理協會）設備設施運維標準；《設施管理術語》（國家標

準）、《物業承接查驗辦法》（建設部 2012 年頒發）；ISSA 國際認證標準、LEED 認證標準、

日本“6S”管理標準。

劉申

劉申：上海中心大廈世邦魏理仕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

主題：上海中心大廈國際標準化運營管理探索

上海中心大廈於 2016 年交付使用，高度 632 米，總樓層數 127 層，總建築面積 578,000

平方米。具有 120 度旋轉外牆、雙層幕牆、電梯轉換層 21 個空中花園等獨特設施。作為陸家嘴

核心區超高層建築群的收官之作，上海中心將成為上海金融服務業的重要載體。同時，將在優

化陸家嘴地區整體規劃、完善城市空間、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綜合配套功能、促進現代服務業集

聚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合作共贏——上海中心與 CBRE，創造更大的資產價值

1、卓越的管理理念——將房地產轉化為優勢

世邦魏理仕（CBRE）通過廣闊業務平臺及基於技術的系統性創新，持續提升樓宇運營表現。

通過物業管理、資產管理、工程技術和可持續性服務、客戶財務會計服務及系統解決方案、租

戶管理、租賃及市場推廣、樓宇服務、諮詢服務等眾多業務板塊，提供全方位綜合地產專業服

務。無論在何種市場環境或條件下，都致力於幫助企業優化運營、降低成本、增加現金流以及

進行戰略性資產定位，實現客戶資產價值提升。

2、專業的管理技術——綠色管理與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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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USGBC 官方授權的 LEED&WELL 認證專業顧問機構、USGBC（執行）顧問委員會委員、USGBC

（市場）顧問委員會委員、USGBC 授予可靠供應商榮譽、官方授權的大中華區 LEED 培訓機構。

3、專業的管理技術——綠色管理與服務資源

智慧物業互聯網平臺，打造“智慧建築”。手機 App 用戶端及員工端滿足 24 小時上線即時

回應，物聯網技術應用滿足多元需求。CBRE 服務標準線上培訓庫，團隊線上協作，提高效率。

運營數據即時分析，實現精准化管理；成本線上管控；工作痕跡雲存儲。

對標 BOMA 運營管理理念

通過宣導、研究標準、資訊和教育來改善商業地產行業的人力資產、智力資產和物理資產。

用國際最佳實踐實現資產增值，培養並造就國際化運營管理團隊，協助上海中心大廈在國際平

臺逐步提升。

杜功仁

杜功仁：臺灣物業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主題：辦公樓宇之永續經營與物業資產管理——臺北經驗分享

從樓宇經濟與都市計畫的關係切入，以臺北市都市發展為例，介紹：1、臺北市信義計畫區

的區域發展與商辦大樓開發現況；2、臺北 101 辦公大樓永續經營管理模式；3、臺北 101 辦公

大樓物業資產管理模式；4、樓宇資產價值與物業管理。

臺北 101 辦公大樓經營管理模式

行銷與招租策略包括：臺北最具都市氣質的多功能商圈，結合商業、購物、娛樂以及住宅等設

施；環境、可及性、企業總部理想地點；設計、結構、管理、企業聲望與績效提升；樓宇硬體

配置。

臺北 101 辦公大樓創新經營策略

綠色營運、綠色職場。2011 年取得 LEED 鉑金級認證。2016 年獲得 LEED v4 O+M 鉑金級綠建築

再認證，耗時 18 個月、6,000 萬元新台幣。改善工程包括水龍頭、燈具、空調、垃圾分類等。

改造轉換層（35F、59F）為共同生活空間，設置便利商店、休閒座位區、文創攤位。

新產品：創聚雲－101 Cloud，促進新創產業。共用辦公室：月租型，10,000 元新台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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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軍

劉軍：IFMA（中國）聯合創始人，費哲設施管理諮詢及軟體公司創始人

主題：樓宇經濟新動力：科技化的物業資產管理

樓宇經濟是近年來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湧現出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樓宇經濟的國家標準

也正在起草當中，樓宇經濟正日益成為“城市發展動力引擎”。科技賦能是所有行業的發展動

力，但傳統的物業資產管理在當前資訊時代下已經落後了不只一個“身位”，這種落後不簡單

是資訊化工具的問題，其根本是科技化管理理念的戰略性缺失。樓宇經濟帶來了新的理念和機

遇，也給科技化的物業資產管理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物業管理如何實現閉環管理系統？劉軍

以 2022 冬奧會冰雪小鎮為例，從建立事件模型實現自動化閉環、物聯數據閾值設定及預警建模、

費哲軟體對接阿裏雲智慧平臺、資訊科技對物業行業的影響等四方面進行詳細闡述。

徐新

徐新：獅城怡安（上海）物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市物業管理行業協會副會長、資

產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

主題：資產管理助力蓮花國際商務廣場服務升級

蓮花國際廣場建築面積近 10 萬平方米，位於南方商圈核心地段，上海西南城際主軸。獅城

怡安參與了該專案的全生命週期管理。從施工建設、招商規劃、運營設計、承接查驗、房屋交

付、二次裝修、招商配合、運營服務及日常維護等各方面為業主提供專業了專業的服務。圍繞

業主的資管目標，持續、穩定地提供專業資產管理服務，經過一系列的探索與實踐，蓮花國際

廣場榮獲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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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商場綜合體資產管理關鍵點

黃斯俊

黃斯俊：金茂（上海）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技術部副經理，工程師

主題：以始為終，創造價值——金茂大廈物業管理二十年發展探索

1999 年，集辦公、酒店、商業、觀光為一體的金茂大廈以 420.5 米的高度成為“中華第一

高樓”，多年來獲得了無數的榮譽。2012 年，通過能源管理體系認證，金茂大廈成為國內第一

個獲得能源管理體系認證的公共建築，金茂物業也成為國內第一家獲得能源管理體系認證並且

也是同時運行四個管理體系的物業管理企業。2019 年 8 月 28 日，金茂大廈運營 20 年之際，同

時獲得了由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USGBC）頒發的“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獎之既有建築：運營與

維護”（LEED:EB-OM）鉑金級認證。

金茂大廈設施設備安全運營主題內容包括：系統運行目標、預防性維護保養、維保及備品

備件、設施設備管理系統、預防性維護工單、運維費用使用情況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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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陣容

宋有興：現代物業雜誌社社長雲南省物業管理行業協會會長 成忻：現代物業雜誌社總編輯

張寧：泛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高級工程師 賀原：上海東湖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高級經濟師

蔡妙能：臺灣物業管理學會會員委員會主委京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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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

樓宇經濟區域特點和發展趨勢

主持人

宋有興 現代物業雜誌社社長，雲南省物業管理行業協會會長

意見嘉賓

黃世孟 臺灣衛浴文化協會理事長，臺灣物業管理學會名譽理事長

高敏瀞 臺灣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理事長，齊家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顯能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CIH）亞太分會總經理

杜日生 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USGBC）、綠色事業認證公司（GBCI）北亞區董事總經理

黃馨瑩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IFMA）中國區主席

徐春福 國霖機電管理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圓桌論壇

互動話題：

一、內地一二線城市、臺北、香港樓宇管理和運營特點比較。

二、內地樓宇資產管理亟需引進的技術和人才，海外專業人員進入內地專案有哪些途徑。

三、樓宇與設施管理中，管理方與業主方溝通的難點和分歧以及建議。

四、專業團體和社會組織為促進樓宇經濟發展和資產管理水準提升所能發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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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交流

專案體驗式研討

11 月 16 日上午，參會代表前往上海金茂大廈進行體驗式研討。金茂大廈既是高新技術的結

晶，也為高新技術提供服務。安全、內部交通、環境、能源消耗等多種問題難以妥善解決，越

是向高處發展，安全性、耐久性及適用舒適等問題就越多，對結構、建築、機電、暖通、電梯

等各專業的要求就越高。在金茂大廈 20 年的運營管理過程中，一直堅持“以始為終，創造價值”

的理念，通過管理上的創新，從設備日常運行及維護入手，積極優化設備運行控制，保持低能

耗的同時，維持金茂大廈的高舒適度，長年來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客戶滿意度。

金茂（上海）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鄭文明攜市場總監葉志君、技術部副經理黃斯俊、

工程師張俊等團隊人員向參會代表詳細介紹了金茂大廈情況及物業服務情況，帶領參觀金茂大

廈裙房 J.LIFE、高配間、製冷機房、鍋爐房等區域，對參會代表的疑問進行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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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與會代表現場考察交流

本次論壇協辦單位：臺灣物業管理學會、雲南省物業管理行業協會、上海市物業管理行業

協會、上海東湖物業管理有限公司、FacilityONE（費哲）設施管理軟體公司、英國特許房屋經

理學會亞太分會。支持單位：金茂（上海）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湖南建工物發商業運營管理有

限公司。再次感謝各組織、企業對本次論壇的大力支持！

本次論壇的現場資料、精彩瞬間集錦敬請流覽現代物業雜誌網（www.xdwy2001.com）或者

中國設施管理網（www.cnfm2001.com）瞭解；更多深度報導將於近期《現代物業》雜誌刊出，

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