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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中原矗立中原 领跑行业领跑行业
——楷林，中国写字楼标准制定者

房地产市场风起云涌数十年，有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有的企业消失不见，要想在情况尤
为复杂的地产界，锻造出行业标杆的口碑更加不易。不过，楷林做到了——14 年，5 部作品，14
栋高端写字楼，楷林用令人肃然起敬的专注，成为地产行业的细分市场写字楼领域当仁不让的
领跑者，缔造出一个令人称奇的专业写字楼王国。

““““““““““““““““““““““““““““““““
1414年抉择与坚守年抉择与坚守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恒心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14 年前的中原房地产
市场，2001 年河南省全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
总额为 102.84 亿元，这一年河南的房地产开
发投资总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到 2014 年，
河南省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已经跃升到
4375.71 亿元，整整是 14 年前的 40 多倍。其
间，中原地区的写字楼市场也经历了从盐碱
地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其中楷林的风采
最为突出，其对中原乃至中国写字楼行业的
引领作用功不可没。

14 年来，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外界如
何议论，楷林如同老僧入定，心无旁骛，认准
了写字楼市场这一细分领域，将自己的专业
和执着贯穿始终，使得“楷林”这块招牌在写
字楼领域越来越响亮，甚至具备了某种精神
理念。其对写字楼市场的恒心，从数字方面
看得非常直观，14 年，楷林只开发了 5 个写字
楼项目，这在很多企业追求规模与多元化经
营的当下，显得特立独行又值得尊敬。

从楷林的战略选择上来看，面对十字路口
时它也曾经有过犹豫，但犹豫过后是更加笃
定的恒心。从 2001 年到 2006 年，楷林的战略
为“以写字楼带动住宅开发”；2006 年到 2007
年，提出“写字楼领跑中原”；2008 年以后则为

“专注写字楼开发与管理”。一路走来，尽显
抉择与坚守。14 年中，楷林不断摸索、不断前
行，经历了写字楼与住宅并行的阶段之后，楷
林选择了“舍”，一心一意专做写字楼。

回顾楷林 14年的发展之路，楷林总经理李

建彬感慨地说：“我们不做写字楼之外的其他
产品，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这样等于是把鸡
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他表示，由此产生的要
求会相当高，比如地块的选择、规划设计定位、
项目的运营、客户群体的选择等都会远远高出
普通项目，个中艰辛和跑马拉松非常相似，必
须在关键时刻咬牙顶住。

有着河南区域经济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之
称的“2014 中原经济年度大奖”中，楷林置业
董事长郑新桥从 150 位豫商领袖中强势突围，
荣膺“2014 中原最具创新力企业家”称号，颁
奖词将这位楷林领袖的写字楼情结概括得一
览无余：“他钟情于写字楼的一切，从观察到
精研，从托管到开发，无不倾心其中。为求一

‘收藏级’办公臻品，他携楷林厚积薄发，察用
户所切，从打造中原首席纯正写字楼的信息
大厦出发，一路高歌猛进，缔造了楷林国际、
楷林 IFC 等业界标杆，当仁不让地晋身中国商
务地产第一方阵，成为《中国商务写字楼等级
评价标准》唯一一家来自二线省会城市的制
定者。”

14 年，5 部作品，大家深刻感受到楷林在
缔造高端写字楼领域的专业与执着，在服务
客户与回馈社会方面的责任与情怀，领悟了
楷林“定义写字楼标准”的核心精神理念。楷
林专注写字楼的开发与管理，不仅为业主与
客户提供了全新的高端商务体验，更为城市
打造了更多经典建筑，引领整个写字楼行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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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行业都有大师，大师的通病就是“偏
执”，喜欢用常人难以理解的专注来对待每件
作品，所以才会有“大师出品 必属精品”一说。

说到郑州的高端写字楼，很多业内人士都
会提起一个个案，2008 年后郑东新区 CBD 外
环全面崛起，成为郑州写字楼最为集中的区
域，同时崛起的还有未来路金水路以东区域，
而河南本土企业楷林，仅凭借楷林国际一个
项目便跻身郑州高档写字楼开发企业，尽管
其租金超过 CBD 外环大部分写字楼，但这并
不影响人们对它的青睐，其空置率极低，不超
过 3%。

楷林国际并非个例，在楷林现有的 5 个项
目中，此等现象可谓共性。为什么众多客户
会选择租金并不便宜的楷林项目入驻？撇去
楷林项目优越的地理位置不说，楷林精良的
物业服务似乎更能赢得口碑，自入驻楷林项
目之后很多客户由衷地感慨：“原来写字楼可
以这么人性。”比如，考虑到写字楼内部空间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楷林在会议室中设置了
加氧系统，为了减少污染，楷林引进了太阳能
照明，并购置了自行车免费提供给写字楼内
客户使用。而且对于这些人性化的细节，楷
林一直在精益求精，比如郑州楷林国际的候
梯时间为 37 秒，长沙楷林国际候梯时间则缩
短至不超过 30 秒。7 秒，看似一个简单的数
字，却是楷林人用了 10 多年专业经验所做出
的提升和改变。种种细节，尽显楷林对写字
楼产品的用心。

实际上，楷林对产品的用心追根溯源，从
楷林的前身“索克置业”中就可看出端倪。郑
新桥相信必须先精准把握客户的需求，才能
把握写字楼的内涵，切准高端写字楼的脉搏，
因此在楷林做写字楼开发之前，曾以写字楼
专业物管的身份接管过写字楼的物业服务与
管理，尝试以另外一种更贴近客户的身份审
视写字楼市场。对其，郑新桥曾直言，根本就
不是冲着赚钱来的，而是“赚取”物业管理经
验来的，要有对客户最深层次需求的认知。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来做产品，不得不说楷林
这盘棋下得很用心。

正是得益于多年从事写字楼经营与管理
的收获，让楷林真正把握了客户对写字楼的
需求，提出了“大郑州首席纯正商务写字楼”
的概念，历时三载，并将这一理念完完整整用
到了楷林第一份作品“信息大厦”的投资建设
上。信息大厦一经面市，便惊艳中原，一举奠
定了楷林领军河南写字楼的龙头地位。

此后的作品，楷林延续了一贯的用心，以
其尽善尽美的态度和不断超越自我的追求，
在中原乃至中部上空刮起了一阵又一阵“楷
林风”。不论是最早的信息大厦，还是楷林
IFC，也不论是享誉中原的郑州楷林国际，还
是远征湖南的长沙楷林国际，都在引领并改
写当地区域写字楼的新格局。

让楷林人至今仍自豪不已的一件事是，
2012 年 10 月，楷林受邀参加中国首部《商务写
字楼等级评价标准》的制定，成为远洋地产、
上海陆家嘴控股、北京新保利、北京金隅、方
兴地产、金融街控股之外唯一来自二线城市
的开发商。该标准制定历时两年，并于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对此，楷林总经理李建彬
如此评价：“中国写字楼标准的发布，开创了
国内写字楼的先河，让购买者有评级标准，让
开发者有开发标准。这些标准一是对开发商
的，二是对物业的，即软性和硬性的相互结合
做星级。我认为我们参加这个标准是责任的
一个体现。”

俗俗话说，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
牌，一流企业做标准。楷林用对产品标准的严
苛要求，不仅换来了业内的尊重，也为自己的
未来打开一片天空。2014年 7月中房协商业地
产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蔡云曾如此评价楷林：

“我很欣赏楷林 13年如一日地专注于写字楼的
开发与管理，也欣赏其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和其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和
严要求严要求。。我相信我相信，，楷林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楷林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
功功，，未来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会有楷林的未来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会有楷林的
一席之地一席之地。”。”

真心 1414年付出与陪伴年付出与陪伴

纵览当下房企，似乎还没有一家企业如楷
林这般大胆，楷林所有的项目，甚至包括物业，
均不设利润指标。对项目的考核看创新，对物
业的考核就是客户满意度。

“一味追求眼前利益，将来很可能会得不到
好收益。而现在不追求利益，未来一定会在其他
方面收获巨大。”楷林总经理李建彬说。多年在
楷林的从业经验让他彻底相信，你种什么样的因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只有真心对待客户，才会
赢得客户的真心。据介绍，40%置业楷林 IFC 的
客户都是使用过信息大厦、楷林国际，或者是由
老客户介绍推荐而来的新业主。而这恰恰说明

了客户对于楷林真心服务的强烈认可。
即便面对竞争对手，楷林也不失真心，有公

司在淄博建项目想学习楷林的标准，楷林表示
自己的整个体系都是开放的，欢迎学习。有人
想学习楷林将室外光源运用至地下室照明的方
法，楷林也安排专人陪同参观介绍。对于外来
者的学习，楷林的态度一直颇为开明：“如果好
的东西能够推广，从而带领社会进步，何乐而不
为呢？”

对待自己的员工，楷林当然更加真心。自
2006 年起，楷林就推出了员工特别救助基金，解
决员工遇到大灾大难时的问题。员工转正之

后，他们的父母还会享受到寸草心基金，每人每
季度 500 元。平时，楷林的各个部门还会发员工
团建费用，支持员工工作之余的活动。而且，楷
林还非常强调平等，凡是总部能享受到的优待，
分公司全都能享受到。如此真心的企业文化，
怎能不令员工去自发努力地工作？

不管是主动增加成本在写字楼内设置绿色
环保设施，还是敞开胸怀将自己的先进经验分
享给他人，又或是处处为员工生活考虑的贴心
举措，都显示出楷林是一家有情怀的企业，它的
目标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而是有着更为长远
的精神追求。

专心 1414年积累与成就年积累与成就

苏轼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2015 年 8 月 1 日，楷林中心会议厅座无虚

席，宾朋云集。“超越楷林，下一个楷林”新闻发
布会盛大举行。

发布会现场，楷林置业别出心裁的以 4 个日
记本代表楷林过往的 4 部作品，由总经理李建彬
一一为大家解读。李建彬深情地向全体嘉宾回
顾了楷林 14 年来，秉承敬畏之心，以工匠精神创
造一座座接近理想的建筑。14 年的房地产市场
风云变幻在李建彬的演绎下，成为一段弥足珍贵
的关于成长、成熟的故事。一帧帧画面、一件件
人事，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记忆。

而 楷 林 中 心 作 为 楷 林 出 品 的“第 五 本 日
记”，更是处于全省金融商务区核心的高端写字
楼，聚合政策、金融、商圈、交通、综合体、超五星
级酒店等多项优势资源引发聚核效应，集聚全
球财富，成就世界 500强壮志雄心。

楷林中心项目沿用“中土居正”的建筑格
局，结合“四水归堂”和“陇亩山水”的景观理念，
两个地块规划 4 栋高端商务写字楼和金融配套
商业。4 栋近百米的建筑以出版集团大型的文
化商业广场（包括 24 小时精品书店、精品影视院
线、中原文化展览中心等）为中心，分别列位在
东北、西南对角。可谓匠心独具！

而其写字楼建筑外观采用冲孔铝板、石材、
玻璃幕墙穿插设计的手法，形成了建筑风格虚
实结合的效果，体现高效、简洁的现代感。三种
材质交相摆放，错落有致，不但勾勒出了金水路
沿线建筑丰富的天际线，而且自然地与整个城
市完美融合在一起。

更值得称道的是豪华气派的挑空大堂，方正
敞阔的标准层空间、美国 LEED 绿色建筑认证标
准、PM2.5过滤系统的应用、国际一线品牌的高速
电梯、VAV空调、4000平方米下沉庭院立体景观、
室内挑高及屋顶花园，营造出具备国家级品质，
呈现出现代、绿色、高效的国际化商务办公空间。

继楷林中心项目发布会仅一个月余的时
间，即 2015 年 9 月 19 日，“Office More 楷林写字
楼人文生态系统”在楷林 IFC 正式发布！

不得不承认，这是楷林长期坚守，常年实
践，常备不懈，常年积累至一定程度所产生的巨
大爆发力。

楷林认为，“人是办公空间的主角；人性化
是办公空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以人为本的建造
标准将使建造者把更多目光从产品转移到使用
者”。因此，Office More 要做的便是基于客户多
层次的内在需求，通过不断创造 More，为客户带
来更多美好的办公体验。

郑新桥表示，楷林一直以来都在为更好的
可能不断尝试，发布 Office More 正是这种初心
的自然结果。

据楷林置业客服总监赵永刚介绍，楷林认
为，在未来，好的写字楼不再仅是对硬件系统的
简单追求，而是要对用户本身的需求与体验进
行深切关注。这便是楷林“Office More”品牌构
架的初衷。

“超越当下，更多可能”是“楷林 Office More
写字楼人文生态系统”的内核。Office More要超
越当下的市场标准，创造链接未来的软性办公生
态圈；超越楷林自身历史，创造更好的办公理想；

超越传统办公思维，创造全新的办公方式。
赵永刚称，Office More是一种新的写字楼品

牌理念，一种新的写字楼服务系统，一种新的开
放运营体系，一种新的办公方式。它坚定地以人
的愉悦体验为导向，以开放的态度，搭建起链接
幸福办公的平台。具体来说，它包括三部分：价
值 More平台、绿色 More平台、幸福 More平台。

据介绍，价值 More 平台致力于为客户不断
创造资产、事业等方面的价值，分为三方面：资
产增值平台、智慧分享平台、资源联动平台，实
施载体为楷林物业和楷林汇。

绿色 More平台致力于不断引进国际最先进
的绿色建筑标准与技术，保证用户能身处绿色
环保的惬意空间里办公。LEED 绿色建筑标准、
水源热泵空调系统、VAV 中央空调系统、PM2.5
过滤系统……楷林的每一部写字楼作品都保持
跟世界级绿色建筑技术的对接，而未来这些技
术会持续不断地引进。

而幸福 More 则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
卷：在未来，在楷林写字楼，大家可能不止在一
起办公，还在一起摄影、骑行、游戏、户外……众
多的实施载体，构成一个幸福矩阵，从一餐一
饭，到一书一画，全面提升上班生活的美好体
验，开创一种全新的办公方式。

Office More的发布，源于楷林对写字楼市场
一直以来保持的专心、专注思考。目前中国写字
楼市场正在进入“品牌化、系统化、体验化”的新
时期，因此，楷林率先把以客户体验为主导的 Of⁃
fice More 服务系统作为自己面向未来的标准，此
举可谓开启了写字楼运营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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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习近平在河南视察的时候提出：中
国梦需要中原出彩。互联网时代，经济增长的
大舞台在写字楼里，而作为写字楼的领航者，楷
林的战略规划和具体项目，正向着让中原出彩、

中国出彩的目标迈进。
“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

向。”这是楷林企业宣传片临近结尾的一句话，
这句很少在地产企业宣传片中看到的话，充满
了感性色彩，让人想到一路膜拜朝着心中神圣
地方虔诚前进的朝圣者。

对于写字楼市场的恒心、用心和真心，使得
楷林恰如朝圣者一般朝着决心到达的地方不
断前行。“楷林未来的定位是要做写字楼中国
第一品牌。”楷林董事长郑新桥的这句话，一改
楷林低调内敛之风，充满霸气。他表示，14 年
来，楷林看似比别人走得慢了一些，拿地速度
也大大低于外来企业，但这是因为楷林一直在
打基础、练内功，市场纷繁复杂，开发商素质良
莠不齐，楷林只专注于做精品，用好作品让别
人无话可说。

楷林下一步的规划，一是一如既往地舍量
取质，二是打造中国的“汉斯”。目前地产商业
项目是供大于求，由此导致产品层次太低，差异

化较弱，而客户的判断力有限，因此楷林将继续
在高品质方面不懈追求，从硬性的品质到软性
的服务都致力于成为地区标杆。楷林的目标
是，未来成为中国版的“汉斯”，成为国内乃至国
际写字楼版图的王者之师。

汉斯地产在国际上，声名虽不若高盛、美林
等显赫，但后者的办公楼多出自汉斯之手，汉斯
地产用 50 年的专注，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天际线，
进而把这一行业触角延伸到全球数十个国家，
因此被誉为地产业的“奔驰”。

“目前，楷林正处在向这辆‘奔驰’学习的路
上，并立志成为 21 世纪中国版的汉斯。”郑新桥
如是说。

在房地产市场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专
业之路越往前走，对手会越少，这注定了未来楷
林在到达一定高度之后的自我突破会越来越困
难，但是内藏一颗朝圣者的决心，相信楷林不会
忘了当初的恒心、用心和真心，必将朝着心目中
的方向不断前行。

□张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