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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时代的风口，机遇与挑战并存

“城镇化”风靡时代，产业边界日渐模糊，各行各业争相涌入“城镇化”浪潮，产业园、特色小镇项目遍地开花。但其中

的过程冷暖自知，最后的成果褒贬不一。如：

• 天安数码城全国项目遍地开花，仅龙岗一个园区，进驻企业高达500余家，年产值高达150亿元；而在住宅领域呼风唤雨的万科，产业地

产布局之路却走得磕磕绊绊，荆棘遍地；

• 古北水镇以“长城观光、北方水乡”为卖点，做得风生水起，人气暴涨；而同为古镇观光的龙头村，青山秀水却人气冷清。

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几大操盘痛点

• 拿地：与政府谈判胶着，拿地困难

• 产业：产业导入乏力

• 资金：融资模式单一，成本高企

• 运营：产业培育困难，盈利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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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亮点

国内外活力资源强势导入！
             业界实操专家深度陪伴！

拿地01
操盘PPP拿地模式的最深度实
践者

资金02
国际国内大型项目的最专业估
值与投融资分析者

运营03
新城镇园区的资深实操运营者

趋势04
国际国内顶级专家解析预测与
战略研判

资源05
国际国内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导
入及运营升级解析

专家06
一流实战派教授拷问式剖析

深度研讨 · 标杆项目复盘 · 实地考察 · 活力资源导入 · 国际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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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整体介绍

模块一：从圈地到圈人-新型城镇
化，挑战与机遇并存

模块二：零低价拿地-政策解读、
规划定位、拿地策略

模块三：投融资创新-多模式、降
成本

模块四：优质运营-产业导入、盈
利模式、运营策略、IP打造

可选：国际游学+结业典礼

模块设置：5次，10-20天

特色小镇、产业新
城操盘手

地产企业董事长及
核心高管

针对对象

学员预期收益

A
国际性活力资源导入(产业资
源、产业基金)

B 项目操盘难点突破

C 教头及专家个案辅导

D 高端深度社交圈

5位教头与专家全程
跟踪辅导

N位专家及操盘手实
战分享

5+N专家智力投入



模块内容介绍

模块一：从圈地到圈人                                     1天

新型城镇化，挑战与机遇并存
解读新型城镇化的风口机会及面临的挑战；结合国际城镇化历史进

程，探索中国未来城市模型。

1. 时代的风口：城镇化下的城市运营

2. 城市运营：从“圈地”到“圈人”的变革挑战

3. LSE研究：弹性城市形态与管理

4. 城镇化4.0：四位一体，构建未来城市

模块二：零低价拿地                                      1.5天

政策解读、规划定位、拿地策略
用传统的方式向政府拿地越来越困难，政策解读、精准定位，抓准

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产业规划，制定拿地策略，实现零价或低价拿地。

1. 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新机遇

2. 国家级特色小镇、PPT项目申报

3. 城镇化项目定位与规划

4. 标杆项目复盘：零地价土地获取秘籍

5. 个案诊断

6. 小结：操盘手角色及人才生态（1）



模块内容介绍

模块三：投融资创新                                         2天

多模式、降成本
多样化的投融资模式可极大帮助企业解决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并

能降低融资成本，向轻资产逐步转型。

1. 城镇化项目融资模式创新实践（PPP、产业基金、私募基金、

ABS、REITs等）

2. 城镇化项目投资潜力的评估与分析

3. 标杆项目复盘：待定

4. 个案诊断

模块四：优质运营                                            2天

产业导入、盈利模式、运营策略、IP打造
建设容易运营难，成败关键在产业。构建产业生态圈，以产聚人，

实现盈利。通过标杆项目复盘、实地考察、深度研讨会等方式进行

运营创新的探索，提供产业对接资源。

1. 城镇化项目的产业导入与产业培育

2. 产业生态圈的盈利模式构建

3. 运营策略与服务创新

4. 挖掘文化内涵，打造项目特色IP

5. 智慧城市的融合创新

6. 小结：操盘手角色及人才生态（2）



模块内容介绍

模块四：优质运营之实地考察                                                             每个主题2天

文旅项目IP打造及运营创新
1. 标杆项目复盘：乌镇及古北水镇的商业模式与运营模式复制、产业生态构建、IP打造

2. 实地考察与交流：

• 古北水镇：景区与商业区规划、IP打造、产业生态、人气聚集

• 阿那亚：始于度假终于社区的运营模式(生活方式服务)

3. 深度研讨会：文旅项目IP打造、价值提炼及运营创新

4. 个案诊断

医疗大健康项目产业发展与运营创新
1. 标杆项目复盘：绿城乌镇雅园-学院式养老模式的运营之道

2. 实地考察：

• 绿地乌镇雅园：运营模式创新

• 桐庐健康金融小镇：产业发展体系、生态保护

3. 深度研讨会：医疗大健康产业的“产业+金融”联动资本运作、方案设计

4. 个案诊断

【优质运营】产业园区招商运营模式创新
1. 标杆项目复盘：天安数码城产业导入与产业培育、招商策略、运营策略

2. 实地考察：

• 杭州云栖小镇：科技创新产业生态构建、配套服务保障

• 余杭梦想小镇：众创空间的运营创新（产业/商业/社交）

3. 深度研讨会：产业园的产业导入与培育的难点剖析

4. 个案诊断



模块内容介绍

模块四：优质运营之活力资源导入                                                                    2天

为操盘手提供活力资源导入平台，帮助项目打造优质的产业生态圈，将自身资源和产业生态导入城市新空间，并实现IP构建的

目的。

公共教育资源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意大利米兰理工、伦敦政经、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国际化试验区指导委员会等

健康医疗产业
北大医学部、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含国际医学项目及投资)、国家健康管理中心、哈佛医学院、达拉斯健康医疗等

互联网产业
中关村互联网产业园、中关村部分国家大学科技园等

工程科技产业
中国工程院、西安交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国光电器、美国未来研究院等

文化娱乐产业
中国文联及下属各行业协会、美国地球探索主题乐园、法国达高动漫及主题乐园、迪拜IMG冒险世界乐园、迪拜乐
高主题乐园、环球影城主题乐园

农业
美国大豆协会、德克萨斯州农业协会、农场主俱乐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等

产业基金
中国文联文学艺术基金会、切尔西基金会、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医疗保险、中国再保险集团、旅游基金等



模块内容介绍

【可选】国际游学                                                                                        5-7天

英国-德国 金融·科技·智慧城市
LSE城市研究院：城镇化价值内核探寻之旅，LSE城市规划专题研讨；德国

小镇的产业发展逻辑与建设经验探索

意大利-德国 文化·产业小镇
米兰理工：意大利“米兰 · 再生”项目城市更新的引导，弗洛伦萨传统民
居群落保护和开发；德国大众汽车城、啤酒节产业文化的研讨

美国 智慧城市
IFTF未来研究院：塑造未来支撑、城市信息与包容的未来、制汇规划师的
城市沉浸、加州绘梦地图之旅、全球PE投资策略与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策略



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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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专家教头

乔润令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

张伟俊
总裁教练

中国人力资源进程杰出人物

Peter Cirenza博士
LSE经济史导师

前高盛全球合伙人

张彪
房地产战略定位专家

国家环境产业园项目组长

赵祥龙
龙藏资本董事总经理

魏炜
中国商业模式第一人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

Francesco Zurlo博士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

管理与战略设计专家

尹翔
产业投资专家，前大型上

市多元集团副总裁

尹哲
懿德汇睿联盟中国理事

林蒙迪
联杰亚洲总裁，亚洲领导
能力培训领域杰出的领袖

金鉴
天安数码城

招商管理中心总监

周玉斌
资深商业设计师，米兰理
工设计大学设计战略硕士



行业咨询·地产事业部 — 构建未来城市，推动中国地产行业转型升级

供给侧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推行，使地产商们面临着从打造社区产品向构建城市产品的升级挑战，从注重个人产品向注重公
共产品的转型挑战。中国地产行业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以及巨大挑战。交广国际致力于助力地产企业战略转型，澄清路径。

交广·地产事业部正借助其深厚的行业咨询背景，及丰富的行业专家资源，与中国地产商一起实现从“造房”到“造城”的
历史跨越！

城镇化综合服务
以特色小镇基模为核心，构建小镇模块产品库，为客户提供
从战略及产业定位、项目规划、产业导入、运营策略、IP运
作、解码人才生态一揽子服务。

管理咨询系统服务
在风云变动的当代，地产行业机遇与危机并存，交广国际从
顶层设计入手，通过战略规划及商业模式设计，后端锻造组
织能力，助力企业穿透竞争迷局，发现时代机遇，成功变革
转型。

以咨询撬动投资、产业导入
以咨询撬动资本，用构建生态圈的视角导入活力产业资源，
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



关于交广
Part 05



关于交广

交广国际 — 助力中国企业生长 Build Your Growth
交广国际是一家国内领先而创新的企业管理咨询机构，致力于帮助企业将战略变为现实，坚持“格局 洞见 勇气 承诺”的价值观，为客户提

供战略增长、商业模式、组织管控、人才发展、领导力提升、行业深度咨询及投后管理方面的咨询业务。 

我们与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客户的最高管理层并肩作战，伴随企业共同成长，帮助企业提升价值。

交广未来城市研究中心：世界广度，中国深度
交广未来城市研究中心，为交广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联合伦敦政经学院（LSE）、美国未来研究所（IFTF）、米

兰理工大学（POLIMI）、东学西渐文化工程研究院以及国内多位行业专家联手打造的中国新型城镇化专业研

究应用平台，包含城市发展、资产管理、商业模式、业态创新、人才生态五大专业工作室。

以“城镇化4.0”为核心，以“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城市价值模型为基础，探索社会、自然、经济价值的平

衡点，助力城市运营商及政府推动城市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生长。
城镇化4.0模型

天安数码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IFTF未来研究学院 米兰理工大学 东学西渐文化工程
研究院

合作机构



携手交广  智慧向往

北京交广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jungle.org.cn/ 专线：400-005-006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红军营东路18号时代庄园4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