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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2018    中锐公益

同心筑梦，所有的故事都和你有关

一个人，因为爱，内心充满力量；一个企业，因为善，变得温暖如春。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无数爱心企业和企

业家们通过多样化的公益，不断默化人心，改变生活，播洒着一道道温馨怡人的慈风善雨，中锐集团也是其中之一。

中锐集团作为一家多元化发展的民营企业集团，在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同时，更注重反哺社会，通过利

用自身资源对社会建设的倾情奉献，中锐公益已成为较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

中锐•启明灯乡村教育计划和中锐•暖冬计划作为中锐公益旗下专项乡村教育项目，自2017年启动以来，坚持“以

行动汇聚爱的力量”，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已前后走过 10 多个省份，30 多所偏远地区学校，无数乡村教师与少

年从中受益，有力地支持了我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回顾 2018，中锐公益在大海边、深山里都曾留下过爱的足迹。

走进海南
2018 中锐公益开始的地方

海南东方市大田镇玉道小学，在外人看来是个环境优越的

学校：全新的综合教学楼，校内多功能教室、文体器材等硬件

设施一应俱全，风景更是优美如画。但众人看不到的是学校由

于缺乏专业的音体美教师，大部分多功能室与教学器材都处于

闲置状态，孩子们的课堂以语文数学为主。为了让玉道小学的

孩子们也能体验到更加丰富多彩的课堂，中锐 • 启明灯乡村教

育计划将 2018 科普支教的第一站选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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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 • 启明灯乡村教育计划是由中锐集团携上海市长宁区

光彩事业促进会、当代公益等机构共同发起，动员企业员工联

合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以关注中国乡村教育薄弱环节为出

发点、推动和改善乡村校园科普教学水平为目的的大型公益活

动。

该项目针对我国乡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师资水平有限等

问题，通过“下乡村”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形式，面向社会

招募爱心志愿者，走进乡村学校进行持续性的科普支教活动，

并组织合作地区乡村教师，前往中锐教育集团旗下多所国际化

学校进行教学交流、研学和分享培训，力求以实际行动，来推

动和促进我国乡村教育的均衡发展。

6 月 19 日 -23 日，9 名优秀的志愿者顶着高温从全国各地

汇集至海南东方市，用一周的时间为大田镇玉道小学带来了科

学实验、乐器、校园安全、自然地理、拓展互动等多种课程，

让孩子们体验到了别样的学习乐趣。

中锐控股集团总裁助理茅志杭表示，希望志愿者老师们带

来的课程，能够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助力他们茁壮成长。也希

望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从本次活动中感受到奉献的快乐与公益

的力量。

 

志愿者和学校老师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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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集团董事长钱建蓉先生连任上海市苏州商会会长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下午，上海市苏州商会在西郊宾馆

隆重召开二届一次会员大会暨迎新团拜会。来自上海、苏

州两地的领导、嘉宾和会员企业家 300 余人共同出席。

在二届一次会员大会暨理事会上，中锐集团董事长钱

建蓉再次当选上海市苏州商会会长。苏州市人民政府驻上

海联络处主任郁建东继续当选监事长。上海市合作交流办

黄建平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

钱建蓉会长代表上海市苏州商会新的领导机构全体成

员致辞，号召广大会员企业家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

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上海市苏州商会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7 日，是由苏州市

人民政府支持、经上海市人民政府社团登记管理部门依法

登记注册、具备社会团体独立法人资格的在沪异地商会。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会员企业超过 200 家，规模不断

壮大，活动范围覆盖上海、苏州两地，为两地的经济发展

作出了贡献，受到沪苏两地政府的称赞。

2018 年 12 月 18 日，“2018 第十五届中国数字地

产节”在北京粤财 JW 万豪酒店盛大举行。大会基于大

数据视角，全面总结 2018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形势，预

判 2019 年走势，阐释并探讨大数据为房地产行业带来

的创新驱动与巨大价值。会上，中锐•滨湖尚城和中锐•

星悦湾名苑以其优越的区域价值、领先的产品价值和

良好的品牌价值，荣获“2018-2019 中国 TOP100 价值

楼盘”。

中锐·滨湖尚城 &中锐·星悦湾名苑
荣获“2018-2019 中国 TOP100 价
值楼盘”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建校二十周年日，

为展示学校二十年来的办学成果，学院隆重举行办学

20周年成果展暨学院发展大会。省市有关、行业学会、

兄弟院校、校企合作企业的领导、嘉宾，历届优秀校

友应邀参加活动，学院领导、全院教职工代表和学生

代表见证盛会。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办学
20周年成果展暨学院发展大会

12 月 6 日，精瑞人居奖 15 周年庆典与颁奖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

作为房地产行业年度盛会之一，包括来自人居建设发展领域专家学者、

企业负责人、媒体代表等 50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中锐地产集团旗下

标杆项目一举斩获三项“精瑞人居奖”。其中，无锡中锐 • 星公元、

宣城中锐尚城印象双双荣获“美好社区优秀奖”，杭州中锐招商 • 星

未来荣膺“人居创新优秀奖”。

精瑞人居奖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和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设

立，它是我国第一个面向中国人居和城市建设领域的国家级科学技术

奖。精瑞奖自 2003 年以来，每年开展一届公益性评选与奖励活动。每

年从数百项申报中经审查、初审、复评、现场考评、公示、复核等环节，

评选出并奖励不超过 100 个获奖项目，综合得奖率 26.29%。此次中锐

旗下三个项目经过层层审核与考评最终入围“精瑞人居奖”，进一步

彰显出业内对中锐地产打造品质人居的高度认可与嘉许。

2018 巢湖渔火音乐之夜，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的

百位学子将亮相巢湖渔火音乐之夜，以国学诵读的方

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诵读有关合肥、有关巢湖的经

典诗词，传承大湖名城的经典文化。

在北京新学说举办的“2018 最具影响力国际学校

校长”评选中，来自中锐教育集团旗下苏州海归人才

子女学校、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总校长华晓杭

女士喜获殊荣。中锐教育集团副董事长毛恩先生，苏

州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总

校长华晓杭女士受邀出席了本次评选颁奖。

百子诵读，传承文化！合肥世界外国语
学子将惊艳亮相巢湖渔火音乐之夜！

华晓杭校长喜获最具影响力国际学校
校长殊荣

中锐地产一举斩获三项“精瑞人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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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享全球智慧，创教育未来”腾讯国际学校

年度盛典在北京落幕。来自全国百余家国际学校校长

及代表共襄盛宴，同时《中国国际学校名校长的管理

智慧》与《中国国际学校数字品牌百强榜》盛大发布。

中锐教育集团旗下“苏州海归人才子女学校”荣登百

强榜，华顿学校总校长张宝云女士荣获“太阳奖中国

名校长教育精神奖”，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荣获“中

国国际学校教育力量之星奖”、“国际学校百强”。

2018 腾讯国际学校年度盛典，华锐、
华顿学校荣膺多项殊荣

中锐教育集团美国瑞美航校通过中国民航局的运

行合格审定，正式获批成为 CCAR-141 部民用航空器

驾驶员学校（141 部航校）。141 部航校，是指具有

民航局 CCAR141 部合格证（包括临时证）的飞行学校。

这些飞行学校按照《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合格审定

规则》（CCAR141部）提供飞行训练，包括私照、商照、

仪表等级课程和面向 121 部大型运输航空公司副驾驶

培训的整体训练课程等。

中锐教育集团美国瑞美航校成为
CCAR-141部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

继分别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12 月 13 日正式成

为 IBDP、IBMYP 候选学校后，12 月从国际文凭组织

（IBO）再度传来喜讯，无锡高新区华锐海归人才子

女学校正式被 IB 国际文凭组织批准成为国际文凭小

学项目（IB Primary Years Programme）的候选学校。

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正式成为国
际文凭小学项目（IBPYP）候选学校

建设“家”
Construction

专题聚焦

“上接战略 下接员工”中锐地产集团 2018 年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回顾

冲刺·践行

中锐教育集团华汽与幼教事业部副总监周璐女

士携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项目经理李永

卫、中车云商（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

可一行来到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考察交流。受到学

院党委书记武来成、副院长李咸浩、机械学院钱泉森

院长、刘秋生书记等的热情接洽。

比亚迪汽车新能源“精诚英才”校企合
作项目组赴中锐合作院校江西现代职业
技术学院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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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挑战 砥砺前行 决胜冲刺 以非凡致敬 2018

Construction
建设“家” 建设“家”·Construction

2018 年，对战斗在一线的中锐地产营销人员来说，这

不平凡的365天，是鏖战日夜、殚精竭虑的付出，更是攻坚

克难打赢每场战役后的欣慰笑容。

冰点天气 沸点人气

12月大小节日密集排布，中锐地产从南往北的各个“战

区”都抓住有利“战机”，为年底最后业绩冲刺发力。即使

室外雨雪不散，每个项目售楼处也依然人声鼎沸。首次进入

杭州和南通市场的中锐招商•星未来和中锐•雍景澜湾肩负

着“首战即决战”的艰巨任务，对每个营销活动更是精心策划、

认真执行。

12月 9日，南通中锐 •雍景澜湾真境示范区、样板区

开放，现场以极佳的体验观感震动了南通市场，赚足了眼球

和口碑，为首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月 25日，经项目策划、销售团队前期精心筹备，杭

州中锐招商•星未来售楼处盛大公开，以“学院派人物的生

活”为主题的暖场活动拉开帷幕，凸显项目低密度洋房人文

社区的气质。名师调制鸡尾酒、充满黑科技的分子料理等现

场活动精彩纷呈，人气爆棚。

无锡中锐 •星公元、张家港中锐弘阳 •星唐府等项目

也以生日趴、双十二线上秒杀等各种形式的案场暖场活动为

2017 年 11 月的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12月的银信

合作 55号文，1月的委贷新规，整治银行业乱象 4号文和

“二三四十”大检查，2月的上海银监、河南银监先后收紧

地产并购融资，4月大资管新规落地，7月央行的执行通知

非标松绑，8月的信托部通知落实信托过渡期要求，9月理

财新规发布，10月证监系资管办法及细则落地，11月理财

子公司管理办法出台。

短短一年时间，纷至沓来的监管文件就把大资管行业

掀翻了天。在房地产金融市场政策监管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融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尽管如此，融资管理中心全体

成员都秉承着“提质增效、增进协同、压实责任、强化执行”

工作精神，不断寻找对外拓展融资渠道的机会，为集团的战

略目标冲刺。

目前，融资管理中心正加快推进上海物美项目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苏州摩天轮项目基金业务。基金业务是融资管

理中心工作任务的一部分，融资管理中心人员也肩负着上海

睿泽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睿泽资本是中锐集团旗

下的金融业务模块，拥有股权类私募基金牌照，可以做私募

基金管理人，发行基金产品。

上市公司与教育集团的融资业务也是融资管理中心的

业务重点。今年，在融资管理中心领导的指导与决策下，先

后完成了教育产业基金、教育集团整体授信业务。为了保证

销售制造一拨又一波的高潮。

 

不负勇往 不问归期

在这寒雨霏霏的冬季，中锐地产从各项目营销负责人

到一线销售员都已进入全员无休的“准战时状态”。无数个

寒夜，他们在售楼处对销售说辞、项目价值、客户接待流程

进行反复实战模拟推演；在所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拓客、巡展、

派单，练就扎实的内功，把每个营销动作执行到位。

岁末的市场，竞争已近“肉搏”。各案场从策划到销

售群策群力，争取每一个客户，无锡中锐•星公元加大在主

流媒体的发声，推出了主题为“岁末钜惠，礼献锡城”的优

惠活动。张家港中锐弘阳•星唐府、武汉中锐滨湖尚城以每

周特价房源，低首付、员工购房房源等优惠措施撬动市场，

浓重的销售氛围，让销售业绩不断冲高。

 

同心协力 铁军必胜

从一个个客户、一笔笔回款去落实销售指标的达成，

在最后冲刺的主战场上，所有一线营销人员，正心怀必胜的

信念，全力冲刺，去追逐梦想。2018，我们终将以非凡的业

绩捍卫荣耀，致敬非凡！

并购贷款能够成功放款，融资管理中心的相关同事在苏州工

商银行连续加班一周，每天上午补充项目资料，中午带着所

需印章赶去苏州，配合银行放款审批，晚上坐苏州到上海的

最后一班高铁回家。

地产项目股权融资与开发贷款融资也是融资管理中心

主要业务之一。在无锡中锐星公元项目开发融资工作中，融

资管理中心团队积极对外拓展融资渠道。对外的渠道拓展十

分不易，尤其是在资管新规刚落地期间，大环境如此严峻的

情况下，与银行对融资成本的谈判，对项目的评估把控都考

验着融资管理中心的专业程度。融资管理中心如同集团的“储

油箱”，为集团的业务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资金支持，保证

中锐的“车轮”滚滚向前。

今年 6月末，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

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中锐集团入主上市公司丽鹏股份，为我司进入

资本市场奠定了基础。为了这项战略目标，融资管理中心

先后去了山东、重庆等地，完成了上市公司融资情况调研，

对接了上市公司多家银行授信业务，计划推进多笔上市公司

银行授信落地。上市公司融资业务是集团融资业务的重点，

也是融资管理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也将为集团进入中国资

本市场秣马厉兵，砥砺前行。

中锐地产  融资管理中心 中锐地产  营销管理中心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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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在当前房地产形势下，越来越普遍。合作项

目的建设过程中，不同合作方因各自公司模式与体制不同，

给合作项目各方、项目参与人员带来极大挑战与磨练。

南通合作项目，由中锐、蓝光、弘阳合作开发，其中

招采业务由中锐主导。拿地在8月 20日，为了在年底开盘，

项目公司要求各部门通力合作、确保节点。

为了保障节点，在集团招采中心与苏州公司领导的精

心指导与精准决策下，对南通合作项目招采业务配置精兵强

将、并配置驻场招采人员：集团招采层面以顾霞为本项目招

采对接人，袁远负责机电业务，苏州公司招采由金巧俏全力

配合，许岁祥为驻场招采并负责协调项目现场的各项招采业

务。

虽然时间紧迫，合作方模式差异，项目公司各部门有

很多兼职情况，但是，招采业务仍然顺利、高效、快速推进，

保障工程节点。列出如下几个节点：8月 20日拿地，9月 7

日项目公司成立，9月10日团队构建，9月5日勘探单位确定，

9月 17日监理单位确定，9月 20日桩基单位确定，10月 15

日总包单位确定；样板房、展示区和售楼处于12月 15日开

放；首开区出了正负零、部分一层完成，正在按计划开展，

为保证开盘的要求奠定坚实基础。

虽然时间紧迫，我们负责招标的各项业务还是按照合

作项目制度执行，同时满足中锐招采制度要求，在装标过程

中，为了能充分竞争、保障公司利益，招采坚持三个品牌备案。

其中，在样板房即将展示前，项目工程部计划在样板

房中直接使用未经招标的产品，这样会导致绑架招采、无法

保证合理价格，此情况给招采工作带来了极大压力，在集团

招采领导指导下，集团招采顾霞加班加点，协调项目设计部

门提供技术要求和样品、协调项目成本部门提供工程量、协

调项目工程部门提供施工要求等与多方沟通协调，一周内完

成了单位推荐、招标文件流转、发标回标评标、确定中标单位、

并把样板房的地板供货到现场，提前完成了施工节点要求，

并低于成本指标。

通过这件事情再次证明，在健全的制度指引和领导的

精准指导下，经过操作人员精心尽责办理，不辞辛苦，再大

的困难也能冲刺成功、而且完美成功。同时，南通合作项目

的电梯、人防、配电箱、外遮阳、栏杆及空调百叶等目前也

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开展招标中。

南通雍锦澜湾花园招采工作纪实

南通雍锦澜湾花园效果图 南通雍锦澜湾花园俯瞰图

2018 年 6月，中锐地产吹响了变革的号角，地产集团

由过去的三级管控架构调整为二级管控，九大中心正式成立。

伴随着架构的调整和各中心职能的转变，成本管理中心针对

成本工作的主要业务模块对集团成本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

整，把中心的成本工作划分为综合成本、目标成本、动态成

本和结算成本四大模块，并安排专人对接，真正意义上实现

了专人专岗，让大家可以在各自岗位上充分发挥，实现最大

个人价值。

综合成本模块主要有流程制度、体系搭建、拿地测算、

条线考评等工作，本年度成本管理中心新编制修订了三项成

本制度：目标成本编制指引、合约规划编制指引与无效成本

管理办法，为城市公司成本工作的规范化管控提供了制度支

持。中心还协助城市公司完成了近百幅土地投资的成本测算

工作，助力投资发展中心更高效准确地选择项目。

目标成本模块主要有两会进度配合、目标成本管理以

及标准成本的建立等工作。目标成本是项目成本管理的纲领

性文件，是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成本红线，对设计、招采、

工程等部门起到指导与约束作用。为提高目标成本编制的精

确度，2018 年 9月成本管理中心牵头，组织各城市公司根

据所属地区的开发环境、地区政策、材料、人工等价格水平，

编制上报了年度的标准成本，中心在经过三轮审核调整后下

发了年度的标准成本。标准成本的正式成稿，为目前进驻的

城市公司在投资测算及目标成本编制时提供了参考范本，也

为城市公司与集团开发了一项高效的作业及管理工具。

动态成本模块主要包含每月动态的跟踪、成本管理月

报的信息核对，过程中的招标配合以及工程款支出计划的审

核。动态模块的工作始于目标，终于结算，贯穿项目的全过

程，动态模块的精细化管控可以更好发挥成本环节的“节流”

作用。年末将至，成本管理中心完成了春节前资金计划与

2019年全面预算的多轮审核工作，严控每一份合同的付款，

促进资金效率最大化。

结算成本模块主要包含预结算的审核工作、成本数据

库的建立以及项目竣工的成本后评估，结算成本处于成本管

控的中后期，扮演着 “守门员”角色。一方面，结算模块

可以为过程中的动态成本做最后的把关，另一方面，定期的

数据库更新与项目成本后评估，也为新项目的开发沉淀了更

多经验数据。

正所谓无变革不挑战，成本管理中心也在不断调整站

位，规范成本工作，积极主动地拥抱变革。中心以综合、目标、

动态、结算四大模块为管控基础，实现拿地到结算全过程的

动态跟踪与风险控制，发挥成本价值。未来成本管理中心全

员将继续坚持模块管理，苦练内功，攻坚克难，跟随公司战

略步伐一起冲刺！

模块管理   规范高效

中锐地产集团成本管理中心

综合成本

拿地测算

体系搭建

流程制度

考核评价

投资、人力

目标评审

成本对标

标准成本

标准化

运营、设计、营销

动态跟踪

信息月报

招标配合

资金计划

招采、财务

预结算审核

数据库

造价咨询

后评估

财务

目标成本 动态成本 结算成本

中锐地产  成本管理中心 中锐地产  招标采购中心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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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于厦门市集美区经济、教育发展战略的

需要，打造福建省国际教育基地，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携

手厦门弘信集团、安踏集团、特步集团与集美区政府通力合

作，在集美区兴建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15年一贯制高端

民办国际双语寄宿学校。

2017年 5月 27日各股东方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并于 

2017 年 7月 3日成立了项目公司（厦门市中弘安特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2018年 4月 10日，通过招拍挂形式成功获

取厦门 2018JG01地块。

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从2017年 5月 27日签署框架合

作协议到 2018年 4月 10日成功获地的近一年时间里，前期

筹备组在和政府洽谈、办学方案多轮汇报、用地选址、专题

上会，等多个环节同区发改委、教育局、政府办、商务局、

规划分局等多个政府部门进引了有效对接，同时由于本项目

是马銮湾新城第一个产业项目，也是厦门市引进优质民办教

育的第一宗出让用地，没有先例可循，政府在办理审批过程

中十分严谨，各职能部门间反复征询意见，并上会集体讨论

后再决定，增加了沟通强度和难度。在整个过程中前期筹备

组项目公司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终于该项目顺利落地，并

在方案批复、规证办理等方面掌握了主动。

－、拿地过程中遇到难点、重点问题及时沟通、协调

解决

为顺应各级政府对厦门华锐学校品质、 运营管理的要

求和期待，我司进行了多轮办学方案及项目总体规划概念方

案的汇报。根据学校定位和功能配置要求，提请规划局进行

了控规调整。

二、项目前期开发报建

为保证项目方案的完美，定稿时间较晚，但为保证按

时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在 2018 年 8月初便提前完

成了三维建模、日照分析及相关申请材料准备等必要工作；

同时在报审过程中，克服了图纸出错、申报方式更改不了

等困难，8月20日方案报送资料送齐。在整个报批过程中，

各部门通力合作，及时处理了各项突发情况，于 9月 17日

顺利拿到工程规证。

为满足学校建设周期要求，项目公司与多个政府部门

进引沟通协调，最终确认桩基及总包施工许可证可分开办理。

在桩基单位确定后，立即去相关部门申报桩基施工，11月

16日便取得了桩基施工许可证。在总包施工许可证办理时，

由于“多规合一”新政的实行，人防新建申请、消防设计审

核、施工许可需同步办理，项目公司积极与人防办、消防大

队及建设局三个部门沟通协调，在保证各部门要求的前提下，

加快了办理速度，在一周的时间内便完成了三个部门的联合

审核，11月 30日顺利取得总包施工许可证，保证了项目的

顺利开工，为实现总体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厦门华锐双语学校是中锐在厦门的第一个项目，一年

来在项目落地和前期开发报建方面，项目公司在股东各方的

大力支持、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鼎力协作下，团队上下凝心聚

力、砥砺前行，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为项目的

整体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

2015 年，在硝烟弥漫的土拍市场中，中锐集团以卓越

远见入驻狮山南，成功拿下新区滨河路核心的 2015-WG-44

号地块（即星悦湾项目）。该地块为商住混合用地，其中商

业部分规划有酒店、公寓和商业三种业态。

凝——百人千日一心，只为一个目标前进

一个成功的项目，离不开团队的紧密合作。在工程、

设计、成本、招采、商业各个专业的集思广益和共同努力下，

经过4轮反复的论证，多种技术架构的碰撞，不断调整材料

的选配，最终星悦湾项目在集成卫浴的使用、整体装饰材料

的使用、精装修配套和软装整体配置等方面，综合有效地优

化了接近七百多万的成本（数值为初步估算，具体金额需要

项目完成后核算）。特别是是集成卫浴的使用，其低成本

（可节省总额约200万元）、高效率（安装时间是传统卫浴

的1/4）、人工误差小（全工厂预制）、低污染（干法施工，

无粉尘污染）等多种优点，为日后公寓条线的模板化、可复

制化、规模化做了漂亮的示范。

而在酒店的定位上，综合考量横塘当下与未来的各种

因素后，团队选择了华住旗下的全季酒店品牌，以匹配目前

横塘商务客流大，经济舒适型酒店需求明显的经济配套特点。

全季品牌，在目前整个酒店行业里属于具有较好投资回报展

示面的类型，能迅速适应未来配套升级后的新横塘，对区域

价值提升带来了助力。

成——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每当夜幕降临，寂静的横塘，唯有星悦湾商业的主楼

亭亭玉立，变幻多彩的霓虹昭示着自己领头军的独特地位。

星悦湾商业 1-3层裙房部分，针对周边及项目的商务 /

住户客群，定位为以教培、便利商超、休闲娱乐、生活配套

为主业态的社区配套型商业，目前招商已基本完成。特色化

的商业定位，既弥补了横塘区域缺少社区商业的不足，又可

满足星悦湾的酒店、公寓与住宅客户的生活需求。

南楼 4-13 层，针对青年白领客群，规划 162套公寓，

打造为轻工业风的时尚白领公寓——星寓。拟定 2019 年 4

月开业，目前已有意向客户超200组，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认

可。后期还将进行针对性的社群文化服务，定期组织活动，

营造时尚、友善的社区氛围，使客户获得与民宿、网红店同

样甚至更好的入住体验。通过社群化建设，不仅会让客户产

生品牌归宿感，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锐在下一代购房者的

地位。

南楼14-21层，定位为时尚舒适商务精品酒店（全季酒

店），规划客房152间，满足商务、度假、旅游客群需求。

拟定2019年 4月开业。

作为横塘四大商业之一，星悦湾项目开业后，其商业 +

酒店+公寓的全能产品定位必将会给周边居民带来多功能生

活体验，也为狮山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引领一个“星”中心

的崛起。

携手同行，共赢“星”未来

酒店大堂效果图 酒店及公寓俯瞰图

中锐地产  代建管理中心 中锐地产  商业管理中心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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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25 日，杭州余杭中泰的中锐招商星未来

揭开神秘面纱。当天，示范区人声鼎沸，两百多组客户亲临

现场，共同见证中锐招商星未来完美绽放。在成绩的背后，

是我们的工程和营销团队无数个日日夜夜，不畏严寒，匠心

打磨。锐意进取的成果，注定有着不平凡的故事。

脚踏实地  厚积薄发

真正打动人心的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

却能达到人心的最深处——正如我们的工程团队。

暮色已深，喧嚣静息，站在马路之侧，入耳的吱咕吱

咕声是星未来项目桩基正在加紧施工。放眼望去，远处那栋

灯火通明的建筑物正是星未来售楼处的赶工现场。售楼处和

样板房工期非常短，工艺复杂、定制材料多且要求高，诸多

不利因素给工程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但工程团队不惧困难，

众志成城，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现场，精密排期，耐心交底，

分解计划，落实到位，只为工程节点，助力示范区开放，使

命必达。

每天坚持与各条线施工人员总结、分析、制定当晚及次

日计划。

精准计划 全力出击

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杭

州市场，如何能够首战告捷，提升中锐品牌在杭城的影响力，

2018 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越发严厉。为了更好

的生存和发展，“有质量的规模提升”成为众多房企的共识，

行业生存门槛持续提高。

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司的改革力度都清晰明确地

传达到我们每一个城市公司，每个部门、每个人都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从个人角度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变革改造了我们

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此之前，整个公司的氛围是各司其职，

按部就班。每个人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只

要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地产行业是一个需要高度集

成，高度协作的一个行业，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有效协同，具体事项的推进落实往往就效率低

下，进展缓慢。变革以来，无锡公司深刻认识到改变工作方

法的迫切性。2018 年已近年底，为达成年初公司制定的经

营管理目标，各部门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以设计管理部门

为例，为了更好推进本部门的工作，我们除了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工作效率外，还要更多地考虑公司其他部门的实际情

地产设计人的一些思考记杭州公司星未来项目示范区盛大开放

成为营销团队需攻克的首要问题。营销团队卯足劲，不松懈，

深入分析研究，实时了解项目周边产品动态。他们辗转奔波

于各个展点推广销售，线上线下多渠道组合拓展，模拟客户

接待、SP配合、说辞演练，不分昼夜，排除万难，为首开

精准出击做最细致的演练。他们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团队协

作，其利断金。　　          

每一个漂亮的出击背后，都是营销团队坚定的意志、

力拔千钧的气概。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

2018 年末的首开即将拉开帷幕，对于这场年终冲刺的决胜

之战，奠定未来的开局之战，我们已做好准备，一起“星”

存梦想，共创“未来”。

况，结合相关部门的工作计划，确保设计工作能有效落地。

比如无锡星公元项目准备增加的两个示范区，除了示范区本

身应包含的设计内容，还要考虑示范区和施工区域的位置关

系，合理考虑参观东线和施工动线的组织，以及设计成果提

交时间与施工进度安排及招采工作安排的关系，应为施工准

备留足时间，以保障示范区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按时且高品质

呈现，为营销工作做出足够的支撑。

为实现集团的 3年经营目标，设计管理部门，不单要

注重专业上的把控，更要注重企业经营意识的培养，要从经

营的角度去管理设计。守住指标，最大限度实现可售货量是

设计管理的前提。以无锡市场为例，星公元产品系在无锡范

围内已经进入最高品质档次的住宅行列，这对于设计管理部

门既然压力也是动力。

在集团的改革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城市公司的设

计管理部门也应与时俱进，拥抱变革，努力提升自身工作能

力，在整个地产下行趋势中，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拥抱变革，突破自我“星”存梦想，共创“未来”

中锐地产  杭州公司 中锐地产  无锡公司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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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到虹口 •锐 WIN 请走一号出口”，随着地

铁闸门开启，穿过一片旧房改造区，也伴随着脚下那泼洒着

的橙黄色银杏树叶发出的吱呀声，眼前是经拓宽后豁然开朗

的海拉尔路。

经过近一年的改造，这一原物美超市的建筑卸下围挡，

映出冷峻的银色金属线条和点缀着的以绿植构成的自然温

婉。来之前，即已和项目的招商主管董业美通了电话约了时

间，在招商中心坐了15分钟后对方匆匆而至。“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刚临时和四楼的客户谈物业费的事情去了”，[不

好意思 ]，也许是小董这一年来说过次数最多的几个字了。

我笑着说明来意，虽然做品牌推广工作，不定期就会

在项目上和招商沟通实际推广情况，但这样从细节层面去了

解整个招商部近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

“3 个月”“90%”

这两个数字我印象很深，年中的时候接到唐莉总的电

话，说得做一个海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毕竟锐WIN工程

刚开始3个多月，整体招商工作即已完成了90%的招商目标。

“四楼五楼 1万方大面积客户，非常难谈，经过一个

月的电话沟通和上门沟通，和唐总及曹经理多次商量谈判策

略，几次配合，我记得签约当日，唐总在苏州开会，我和唐

总默契配合，谈判过程中客户方中介多次打电话向唐总要更

多优惠，唐总果断说明有备选客户，施加压力，制造竞争氛围，

我在现场及时抓住机会，要求客户签下意向，这是第一步”。

小董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和我唠起了她来锐WIN签

下的第一个大单子的故事。

“后面盯住办事人员，及时沟通，迅速入账定金，算

城市更新，梦想与激励共进

编者按：钧锐公司品牌推广的同仁，从个人视角回顾了虹口·锐 WIN 项目法中的点滴细节，向我们阐述了不论是

钧锐公司的哪个岗位，运营也好、招商也好、甚至保洁阿姨，都具有的一种完美精神。完美精神，不是把工作做

得完美，尽管也做不完美。工作的效果可遇不可求，没法过于执着。这个完美精神，是对自我的要求，是对自我

身份以及成就的珍惜，也是对人生规格的追求。

2018年，是中锐集团实施三年战略部署的开局之年，是

中锐地产“改革、突破”的起航之年，是武汉中锐滨湖尚城

践行使命担当的关键之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至关重要。

武汉城市公司以全年销售任务为目标，以销售回款、

工程建设、开发取证、成本费用为重点，凝心聚力、靶向用力、

勇猛精进，进一步激发全体员工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

齐心协力为集团三年目标做贡献。

 

全新力量，冲刺目标

在房地产市场骤然下行的第四季度，客户量严重不足、

大面积推广收效甚微、没有核心成交渠道的现状下，武汉公

司果断引进新的销售团队，注入新的销售力量。在新团队的

选择上，不盲目追求大品牌、大平台的代理公司，而是进一

步分析实际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在短时间内给项目带来来

访、蓄客、成交增量的团队。

我们始终坚持以“资源为王”，在抢市场、抢客户、

抢时间的紧张情势之下，在一周内引进了一家刚为竞品清盘

的代理商、一家深谙本地二手房资源的代理商，这两支新力

量拥有最精准的客户资源及大量二手房市场资源。他们熟悉

区域市场，在进入项目一周内，通过自拓、信息传播等形式

覆盖了成交客户地图所在的二手门店、重点企业及大型社区。

誓师大会，勇猛精进

2018年，对于武汉城市公司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攻坚硬战，披荆斩棘！我们绝不止步，为了更好的总结过去、

奋力冲刺、继往开来！ 12月 4日晚武汉公司举行营销誓师

大会，剑指全年目标。本次誓师大会 30位销售精英，一一

签下“军令状”，誓用行动履行承诺，坚决完成年度指标，

我们不辱使命，同心协力、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向着全年

二十亿冲刺前行！为此，我们整顿军心、调整战略、积极投

入备战状态。

一、坚持问题导向，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使命必达的精神，

查找差距、强化责任、层层落实，把压力传递到位，把相关

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好。

二、每日碰头，每周一会，统筹协调资源。销售与策

划条线深化沟通交流，协调多方资源。策划线听取一线销售

关于有效渠道、点位的建议，销售线严格按照策略方向执行

到位，共同为年终指标努力。

三、整合各条线资源。充分利用网络、自媒体平台，

高频率软性宣传，提高客户对项目及节点认知；深化线下拓

客渠道，通过多维度考核、奖惩等形式为拓客增量、增质；

策划线整合多个平台、渠道的大数据资源，分配 call 客数

据，销售线在call客前做足准备，根据节点适时调整说辞，

紧盯call客回访，到访率逐渐提升。

四、一线销售人员“走出去、拓客户”。营销团队充

分挖掘客户资源和开拓本地客户资源，持续不断的商超布点、

园区巡展、企业攻坚、社区拓客、定点派单，门店传播，我

们的销售团队在最后的 45天里将线下拓客工作做到极致，

从自拓的道路中突围。

开发取证，争分夺秒

在武汉公司全年指标任务的达成过程中，7#、8#、9#

楼能否在 12月份按期取得预售证至关重要，开发部的两位

同事争分夺秒，通过多方渠道积极努力，从现场公示、交

付标准、装修合同、样板房整改等方面积极按照市房管局

要求全力配合，克服重重困难，在关键时间点取得预售证，

为 7#、8#、9#楼的顺利开盘销售创造了必备条件，更为年

度指标的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力以赴，保障回款

在冲刺全年指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保障回

款，财务部与营销管理部相互配合，专人跟盯房管局以最快

的速度办理备案，专人在银行值班施加放款压力。

自 5月份办理开发贷土地抵押转在建工程抵押以来，

坚持每月办理一次解押变更，与房管局及不动产登记科关系

维护良好，每次解押最多次日就能办理完成（正常需要7个

工作日），缩短解押时间督促营销解押后快速网签，而后提

交银行快速放款。

9 月份超额完成指标 177%，10 月份超额完成指标

107%，11 月超额完成指标 169%,12 月份财务部将一如既往

的全力以赴，并主动将一次性、分期回款全面统筹，竭尽全

力达成年度回款指标，保障资金快速回笼。

2018，武汉城市公司住宅收官之战，以攻坚硬战，践行

使命必达！2019，我们乘势而上再出发！

45天，武汉公司奋力冲刺全年目标

以攻坚硬战 践行使命必达

中锐地产  武汉公司

中锐地产  钧锐公司

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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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中锐澳州开发团队小而精干。Conrad、Sharon 和我今

年在澳州公司忙着规划、施工、收购以及项目销售。借此机会，

跟大伙儿说说我们这一年。

规划：我和 Sharon 今年准备了 Caddens 地块的公寓规

划。通过与本地专业顾问的紧密合作，我们在短时间内提

交、并根据市议会意见修改完成了总体规划。通过我们的

努力，整个过程十分顺畅（该项目 1 期联排公寓部分获批

也是如此）。

我们的规划申请增加限高，从原有15米限高变成32米，

并将住宅加入地面层。目前计划2019年初递交。可惜的是，

虽然我们经常往那儿跑，还是没机会看见袋鼠、鸸鹋或者可

爱的袋熊光临（译者注：Caddens 项目位于悉尼西北蓝山脚

下，常有动物出没）。

施工：Elan@Epping项目今年提前4周竣工并顺利交付。

我们的施工质量高、工期前，让 90位客户喜笑颜开。

这要归功于澳州公司（主要是Sharon）与总包方相互配合，

加快了装修施工进度，特别是施工前后顺序配合天衣无缝，

最终效果突出。

目前我们正在加班加点推进 Stellar@Ryde 项目施工 ,

2018 – 充满挑战的一年

2018 - A Challenging Year

G’day Cobbers (Hello Friends),

The Australian development team is a very small, tight knit 

and experienced group.  Conrad, Sharon (Shaz) & I have had 

an incredibly busy and rewarding year managing the planning, 

delivery, acquisition and disposal processes for the Australian 

business.  I thought I would share just a few of the highlights of our 

Australian endeavors through the year:   

Planning:   Along with our expert consultant team, Sharon & 

I have prepared a significant planning proposal for the apartment 

component of our Caddens site in exceptional time.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and building a solid relationship 

has allowed us to quickly bring draft proposals before council for 

immediate feedback and direction.  This has minimized any issues 

with council, setting up a smooth approval process (as per the stage 

1 masterplan for the townhouse component of this site).  

The planning proposal seeks approval for additional height 

(from 15 metres to 32 metres) plus inclusion of residential uses on 

the ground floor. The planning proposal is ready for lodgement – 

proposed for early 2019.  Disappointingly, no kangaroos, emu’s or 

wombats have been sighted here to date.

Construction:  “Elan”, Epping has been completed and 

handed over to residents … ahead of schedule.

The delivery of “Elan”, Epping provides 90 happy purchasers 

the ability to move into their new apartments earlier than 

expected.  This was achieved by CWG (primarily Sharon)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to re-programme 

and fast track the apartment fitout work.  Fine tuning the sequence 

of works allowed a superior outcome for CWG.

The construction of “Stellar”, Ryde is well ahead of 

schedule……. despite unseasonably heavy rainfall (raining cats & 

dogs).  

“Stellar”, Ryde kicked off 2018 with demoli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ent for the building in Q1 this year. The 

development team progressed detail design (in parallel with these 

是初步定下。”

聊到这里，她露出天真兴奋的神色，满足感溢于言表。

虹口锐WIN一共有 5个办公楼层，除去之前已签订的3层整

体出租外，可想而知一次消化掉2个楼层对于这一中锐旗下

的首个文创公共项目团队而言是多大的激励。

然而，由于工程施工进度等多方面原因，“客户正式

签合同又出现危机，客户情绪多次失控，对整个招商团队的

意见非常大，我只能拉着唐总及招商部曹贤松经理不断开会

商量对策，经过唐总多方协调，最终得出同步装修，缓解不

能及时交房的压力，因为和客户的用房计划时间不符，且四

楼报消防不能拆除走道，提出补偿和配套装修等多方面要求“

那段时间，小董无数次跑去对方公司诚恳道歉，“我

那时候开始真的觉得手机像是手雷，任何时候只要手机一响

我身子就会一抖”，一天不下几十个电话，她苦笑着说道，

“所幸，最后还是得到了客户的谅解，可以同步进入装修，

公共走道保留原来的设计方案，为公司一消验收和工程省下

大量工作。”

那个夏天，整个项目现场所有人像是都按下了快进键

般的忙碌，会议室的空调时好时坏，每次开完招商会议，我

印象中留下的符号只有他们脸上溢下的汗水和耳边昏黄街

灯下的蝉鸣。

“八月由于四楼的施工一直推迟，空调等都还未做，

消防设施，各管线均存在不合格或未安装到位的情况，客户

再次爆发出了不满情绪，五楼首期租金及物业一直未付。”

随时有解约的风险，角色互换，这下轮到小董不断电话和短

信轰炸对方了。“可是对方就是不接电话，我于是就跑到客

户公司等，一等就是一个下午，终于见到他们的负责人，请

她讲明原因，让她把不满及时发泄出来，最后总结了她的要

求，然后根据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并把不能当时解答的承诺

及时汇报，三日内回复。这样的情况下，客户最终答应付首

期租金。”

小董在说这些的时候神色很轻松，然可想而知这个稍

显内向的姑娘在对方公司经历了怎样的责难。

“说是三天回复，事实上第二天就和唐总还有曹经理

开会商定了策略，下午就给到了客户反馈，也是因为这样最

后在签合同 10日内收到了首期租金，”整个招商团队分工

明确，“我是觉得唐总很厉害，每次这种时候她总能给到策

略性的意见，而且那段时间晚上我怕打扰到她休息，总是发

的微信先问她，然而每次都是刚放下手机她的电话就打来

了……”

“好事多磨吧”，小董一直这样在说，由于各种原因，

招商作为和客户接触的第一战线，从几个月来和客户形成了

微妙的亦敌亦友的关系，两方像是围坐一局珍珑棋局，客户

一子接一子，也屡屡以退租追逼大龙，而招商团队则一边落

子于“诚恳”，一子落于“协调”，弯转腾挪。

数十分钟，寥寥数语，小董又接了两个客户的电话，“还

是因为一消没下来，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不过他们态度已经

好很多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在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办法，

也想尽快让他们快些入驻。”

锐 WIN，在最初的品牌制定的角度，即以“无界”为其

核心元素，世间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遇见，冷遇

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

在这片空间，我们向往着人和人之间最自然坦诚的遇见，并

从而形成创造动力，兴许这一过程有些许的泥泞，但所幸，

我们的招商团队正是这样一群跋涉者，他们勇敢并且可爱。

临走之前，遇上正在招商中心保洁的阿姨，阿姨是个

地道的上海老太，刚来这边就加了我的微信还关注了项目的

微信号，每次项目的海报都会配上自己的自拍发到朋友圈。

她俯着身子在那擦沙盘，锐WIN的沙盘做的十分拟真和精细，

也正因此那些犄角旮旯擦起来破费功夫，她几乎是用手指裹

着纱布巾一寸寸的擦拭，见我过去，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

了一句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话。

“这么好的房子，可不能落了灰”。

是的，对于钧锐团队的每一个人而言，兴许，这栋建

筑的年纪将会比我们更恒久，这是一份工作，也更是一份对

于城市更新建筑的尊重。

中锐地产  澳洲公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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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builder to ensure that applications 

for further authority approvals were prepared or lodged (in 

advance). Construction commenced in Q2 this year and since 

then bulk excavation, contiguous piling, inground services and 

basement level slabs have been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18, the 

concrete structure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ground floor slab will be 

complete.

Sharon fostering a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builder and 

being proactive with regard to programme review has been key to 

this positive progress (despite the outrageously bad weather…...for 

usually sunny Sydney!). This progress has been as a result of 

creating a series of smaller concrete pours (as opposed to large, 

whole site pours), careful coordination of excavations works and 

staging of materials to be removed. Goodonya Shaz!

Acquisition:  Conrad & I have been working our relationships 

and assessing a multitude of acquisition opportunities. In short our 

year can be summed up by these statistics: 

•107 sites assessed against strategy;

•42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to the weekly acquisition 

meetings;

•7 detaile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to HQ;

•6 offers made on development sites in Sydney

•It was with great frustration that Conrad & I had to withdraw 

an offer on a Dulwich Hill apartment site – despite having all 

but finalized negotiations with a group of 10 landowners, the 

NSW government saw fit to significantly wind back the proposed 

planning controls and subsequent timeframes for any proposed 

project. Such is the nature of the planning system in NSW (ya 

wouldn’t read about it!).  

Disposals:

The acquisition team has successfully ran a limited EOI 

campaign and negotiated the sale of the townhouse component 

of the Caddens site.  The proposed purchaser is currently in due 

diligence and we hope to have a successful outcome in mid-

January ’19.  We will ensure that all cows and possums leave the 

site by February 2019.

That’s all I have space for right now.  Thanks for letting me 

share this “Aussie” update with you – don’t forget to come & visit 

us sometime! Hooroo (goodbye) for now.

Shaun Farren

National Development Director. 

尽管近来天公不作美，“下猫下狗”（雨很大），我们还是

保持了施工进度超前。

该项目今年 1季度开发获批，平整土地及成本优化管

理完成，开发团队同步进行开发设计深化，还要和总包协调，

提前准备审批所需各种申请。施工2季度开始，开挖、钢筋

混凝土浇筑、铺设水电网气、地下室施工等完成，今年年底

完成地面及以下的结构工程。

Sharon 一直以来与总包方培养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特

别是近期积极推进工期，避免受雨水影响施工进度（俺们悉

尼这嘎达平时不这样，晴空万里才是常态！）

达到目前的进度多亏 Sharon 细致协调，如分批浇筑混

凝土而不是一次性全工地浇筑，小心细致开挖施工，分期移

除废料等。好样儿的Sharon！

收购：Conrad 和我利用行业关系等多种拿地渠道，今

年来看了不少项目。总体说来有：

•评估 107个地块与公司策略匹配度；

•讨论 42个项目机会；

•报总部 7个项目机会；

• 6个地块报价

不过，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改变原有城区规划，导致我

和Conrad不得不含泪放弃与10个房主艰难谈判达成的协议。

新州规划系统就是这样，让你烦恼、让你忧！

项目销售：

我们的团队同时也出售了 Caddens 地块联排部分。目

前买家正在进行尽调，希望19年 1月顺利达成协议。届时，

我们还要确保那块地上的奶牛和负鼠不当钉子户，2月前搬

家。

差不多就这样，感谢给我机会分享咱们“土澳”的工

作点滴——别忘了有机会来澳州找我们哟！

给各位拜年了！

中锐地产澳州公司  Shaun Farren

教育“家”
Education

专题聚焦

中锐教育与时并进

人物访谈

唐海平：以人为本，办有温度的学校

李蓉：中国化国际教育路上的行者

周肖兴：山水南洋二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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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教育顺应全球教育发展趋势 , 积极推动中国化国际教

育品牌的发展 , 不断探索中国学校国际化模式。2018 年，深耕

教育二十年的中锐教育迎来全面发展的一年，集团教育品牌规

模化成长、国际教育蓄力爆发，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并在

教育行业收获硕果连连。

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

并满足国人在全球化趋势下对未来一代同时具备“世界眼光”

中锐教育与时并进

其后携旗下高端教育品牌华锐学校强势进驻厦门，携手弘

信创业工场、安踏集团及特步集团，获得集美区一块优质教育

用地，计划与集美区政府通力合作，兴建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

的 15 年一贯制高端民办寄宿制学校。

随着厦门华锐学校的全面筹建，由中锐教育首创的高水平

国际化系列学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也初步形成了全国

化的布局和品牌效应。7 月，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品牌发布

会在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隆重举行，并同步推出其

全新升级的国际教育V3.0。9月，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OCAC）

系列新成员校——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正式开学。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与无锡伊顿国际学

校毗邻而居，打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态。

中锐教育旗下两大品牌学校可以紧密合作，充分实现教育

资源共享，创建一种中国双母语学校和外籍人员人子女学校资

源共享的新模式，持续深入探索与实践国际教育 V3.0，为更优

质的国际化教育引航前行。

中锐教育既致力于建设中国化的国际学校，也同时推动中

国学校的国际化发展。2018年 10月，应合肥市委宣传部邀请，

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小学国学班和国际部外籍留学生精彩亮相

合肥巢湖渔火节，以国学诵读的方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

太仓华顿外国语学校在 4 月和 11 月分别迎来 IB 顾问团队

的造访，进行 PYP 预授权访问，并对 DP 申请工作表示认可，确

认学校可在 2019 年正式申请最后认证，使得学校在成为 IB 世

界学校的道路上更迈向前一步。徐州华顿国际学校“国际部”

教学实践成果也获得了徐州市教育局的高度肯定，并博得了教

育局的大力支持。

“教育必须与时并进，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应当与时并进，还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带着更多的前瞻性来引领整个教育的

变革与发展。”——中锐集团董事长 钱建蓉

和“中国灵魂”的热切期待，中锐教育站在新的高度，整合全

球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拓展 K-12 学校体系。

2018 年 4 月，中锐教育的国际化办学步伐快速推进，迎来

了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首先是与伊顿国际控股正式达

成协议，全资收购伊顿国际控股旗下无锡伊顿国际学校。此次

收购标志着中锐教育对国际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延伸到外籍

人员子女学校办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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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教育不断践行着“中西融合、品质教育”的理念，打

造中西教育相融、中西理念合璧的国际化教育典范，在教师专

业化发展方面，通过系列化、常态化的专业培训，不断提升教

师群体的专业素养。今年 5 月，中锐教育组织华顿系学校中层

管理人员进行了首次青年干部培训，旨在加强华顿系列各校青

年干部管理能力、专业技能的提升，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管

理团队，为学校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苏州海归人才子女学校

中，对老师们进行了PYP、MYP与Pre-DP教师培训，所有的努力，

只为了以最好的准备、最佳的状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每一位学

生。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家校的共同努力，每一位学生喜人成绩

的背后，是老师和家长们的默默付出。2018 年，合肥世界外国

语学校、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及徐州华顿国际学校纷纷迎来

毕业捷报。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特色班的高中日语班中，两位

毕业生以优秀的学业成绩双双考入日本关西大学，一位毕业生

考入京都精华大学。高中英语国际班的毕业生收获了来自英、美、

加、澳等国的共 20 多枚世界名校的本科 offer，申请录取率达

到 100%。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2017 届毕业生 100% 考

入世界前 100 名校。在 2018 年徐州市教研室中考成绩分析中，

徐州华顿国际学校中考名次在全市民办学校中名列第一，考入

四星级高中人数超指标生三分之一。

教育国际化趋势带来的是中国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日益高涨，国际学校百家争鸣的时代，国际学校年度盛典应运

而生。在腾讯主办的“享全球智慧，创教育未来”国际教育论坛上，

中锐教育集团旗下“苏州海归人才子女学校”荣登百强榜，华

顿学校总校长张宝云女士荣获“太阳奖中国名校长教育精神奖”，

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荣获“中国国际学校教育力量之星奖”、

“国际学校百强”。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载誉而归。今年，中锐教育集团

美国瑞美航校通过中国民航局的运行合格审定，正式获批成为

CCAR-141 部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学校（141 部航校）。自 2014 年

以来，已连续多年未有美国的航校获得中国民航局 CCAR141 部

认证。直至 2018 年，才有 2家培训质量优秀，管理水平出色的

美国航校获得民航局审批，瑞美航校就是其中之一。11 月，无

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迎来 20 周年成果展暨学院发展大会，二十

年来，南洋在办学规模上完成了跨越式发展，并在教学实践中

摸索出了完整的办学思想和治校理念，形成了“立德树人、因

材施教、学成致用”良好的教风、学风。如今的无锡南洋职业

技术学院已经在江苏省民办高职院校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

为了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丰富人生阅历，培养其国际化、

多元化的文化理念和思维习惯，中锐通过每年暑期的海外游学

活动，让学生在观赏异国风景的同时，接受西方先进教育理念

的熏陶，提升学生对国外学校、教育模式和质量的判断力，为

今后出国留学等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2 月，华顿系

列学校师生参加了中锐•瑞美航校航空冬令营，畅游佛罗里达，

学习飞行知识，获益匪浅。同年暑假，学校师生们又跟随中锐

研学的脚步，畅游了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度过了难忘而有

意义的充实假期。4 月，学生们开展了春、秋季社会实践活动

和国际游学交流活动。教育需要实践，成长重在参与。中锐教

育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社会实践与学生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拓

宽自己未来发展道路，激发他们对领导力素养的思考，造就更

大的梦想。7月，华顿系列学校的学子们开启了国内外研学之旅。

在整个研学的过程中，同学们潜心学习，团结互助，体现了华

顿学子的良好风貌。

“教育国际化”不是一个口号，它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学校

办学理念、教学、课程等方方面面，站在这样的制高点统筹、

引领学校的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和百姓的需求，更是教育发展

的必然方向。中锐教育必将在国际教育的探索道路上，责任在肩，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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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平：以人为本，办有温度的学校

现任中锐教育集团旗下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执行校长，有丰富的一线教育教学经验，多年的校长经历。

身为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的校长，想要约到他并非易事，

刚结束学校的运动会工作，又迎来教育局的踏访。或许，谁也

不曾料想到，这位和蔼亲切的校长，并非在职场的最初就选择

了教育事业，而是在阴差阳错的巧合及日积月累的脚踏实地之

后，“教育”才成为其终身奋斗的目标。

邂逅教育，这一路走了三十年

唐海平自己也不曾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一名教师，

随后又成为民办学校的校长。他坦言，因为高考志愿的阴差阳错，

自己心仪的高校、喜欢的专业一所也未录取，反而自己当时并

不怎么热衷的师范院校数学专业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内心也犹豫过自己是否真的要选择

这条路，但最终还是无法轻言放弃，当时在地方一所最好的学

校任教，负责数学学科，没想到这一入行，一干就是十三年。”

唐海平校长回忆说。

十几年的一线学科教师经验，为唐海平带来了丰富的教学

经验。经过长时间的教育行业浸润，唐海平不安于现状，他总

是放眼更远的目标，在那个年代一份公办学校的职位，简直堪

比金饭碗一样受人追捧，而他却不顾家人反对，婉拒教育局的

挽留，突破层层阻力加入宁波当地的一所民办国际学校，而且

一投入又是十七年。

他说：“这些年从教师到中层再到校长，一路走来虽然有

许多并非本愿，但冥冥之中教育成为了我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

动力与目标。”加入中锐教育集团以后，唐海平开启了他人生

的第三历程。

中西融合的教育，办有温度的学校

就是这样一位意外邂逅“教育”的校长，如今管理着合肥

世界外国语学校的两千多名学生、专职教师四百多位人。唐海

平不仅注重教育与时代的未来，也更关注学校的未来，作为校

长他尝试在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中找准平衡点。

对于老师，他期望学校在首席教师与骨干教师的引领下，

共同打造有活力、有朝气、守底线、立德树人、知行合一的教

师队伍。力求更好的调整教师结构，优化教师团队，让全体教

师安心教书，潜心育人，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也做教育创新的

实践者。

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2000年由中锐教育创办，“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是我们的办学理念。”唐海平回想起学校的历程说：“从

首度开设小学国学班，以融合课程为主，注重英语教学，全面

发展，拉开了学校特色化的进程。经过多年发展，高中日语班

及近几年开创的德语班，也是合肥市乃至安徽省唯一的小语种

高中班级，开启了学校国际化的新征程。”

经过一系列的实践，如今合肥世界外国学校设有如：小学

阶段的艺术班、国学班与国际双语班，初中阶段的精英男子班

与菁英女子班，国际双语班，高中阶段的共建班、艺术班及日、

德和英语班。

“班级的细化是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合适的教育，提供更

多选择多元化发展。这也是抓住《民促法》修订的机遇，顺势而为，

错位发展，以满足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唐海平校长说。

通过多方努力，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总数稳定在三千人

左右，国际生的占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谈及“中西教育的融合”问题，唐海平认为最好的教育不

是西方教育或中国教育，而是中西教育优质理念的完美融合，

只有中西教育充分互动与深度合作，才能真正实行中锐的教育

国际化，实现“根深中华，创新国际”的教育愿景。

为了这个愿景，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将学校转型升级作为

首要目标，唐海平说：“用十二个字概括学校的工作推进就是‘搭

框架、改观念、凝人心、建制度’”。

不仅要明确学校转型升级方向与定位，打造世外 “善”文

化，让充满生机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善”文化的浓厚氛围，

让全体师生存善心、有善念、行善举、做善事、成善人、扬善学。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与时俱进、教科研型的中外优秀

教师团队；进一步夯实、优化国际和特色课程，打造世外的核

心竞争力；抓好教风学风校风三风建设，以生为本，将精致和

人文渗透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方面。

做到外显形象，内提质量，从硬件、校园环境、教师形象

等多角度，进一步提升办学品质，提升社会影响力。

作为中锐教育旗下 K12 学校，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在经验

丰富的教师团队共同努力下，将会以国际化的人才为目标，打

造真正中西融合的国际化教育。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全球顶尖

学府中，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学子们，定会收获优质教育培

育下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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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中国化国际教育路上的行者

李蓉，现任中锐教育集团旗下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

学校中方校长。曾任上海知名国际学校中学副校长，

上海双语学校创校校长，工作领域涉及公立课程体系、

国际课程体系，常年担任阅读公益组织志愿者、专家

讲师。

从教授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老师，到国际学

校的中文老师和校长，李蓉一直行走在学习和探究的

路上，并致力于在中西最优教育的共通点中寻找平衡。

近期，我们在学校中对她进行了专访，让我们一起走

近李蓉校长。

最早您是缘何进入教育行业并开始 IB 教学的？

缘何进入教育行业？跟我的出身有关吧！我出生在一个教

师之家，从小至今，我的人生就没有离开过学校。

我喜欢学校的氛围，做老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接触到

国际教育的机缘，要追溯到在华师大读研的时候了。那时，我

们因为专业优势的原因，有很多教授外国友人中文和中国文化

的机会。

我教过的学生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他们有

的来自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本身

就是跨国行业的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对于学习有着异常活跃

的思维方式。

如果不用一些富有创意的教学方法，而只是照本宣科式的

教中文，他们肯定是没有兴趣的。也因此，我开始更加广泛地

接触以学习者为出发点的教学理论。

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做老师，如果要给学生一碗水，就

得有一桶水。如果教育者自身不持续学习，是没有办法与时俱

进的。同时，也因为专业背景的关系，我很享受从中国的角度

去研学不同的文化。

当从校园里走出后，我就做为创校员工，进入了上海一家

国际学校。当时学校刚开始做IB课程。所以，我也是很幸运的，

一出校门，就进入到一个跟自己的兴趣完全相关的领域。因为

IB 课程的国际教育理念和我对于个人教学风格的多样化追求不

谋而合。

在国际教育中，您认为最需要教授学生的是什么？

首先很快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

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不管是在国际学校还是国

际化学校，我们要教给孩子的，除了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

综合能力的培养。

真正的国际教育，除了要学习外面世界的逻辑，更要学习

理解和自己息息相关的文学文化。在国际学校的环境中，有很

多外籍的中国孩子，他们多少存在对身份认同的缺失。

如果一个中国孩子在纯粹的英文或国际文化环境中只学习

所谓“国际化”的部分，那他其实是无法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

因此也就不能理解怎样和世界建立联系。

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我们希望能通过真正教授学生了解

国际文化，从而让他们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不同文化的独特之处，

包括理解属于中国的部分。我常说：“因为理解，才会尊重，

因为尊重，才会热爱。而只有你热爱了，你才会去传承。”

国际教育中，语言学习只是一部分，不管你说哪种语言，

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实我们要把一种更好的思维体系教授给

学生。

以您多年的国际教育背景来看，如何评判中西方教育的利

弊？

要了解中西方教育差异，就要从教育圈子中跳出来看。其

实任何教育都有利弊，现在比较好的方法、理念你都可以从中

国传统教育中找到缩影。“孟母三迁”的典故、论语中“吾日

三省吾身”的警言都是很好的例子。

例如国外的分层教学法，就是我们说的“因材施教”。我

觉得不是中国的教育不够好，可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教育部分被式微或淡忘了。这需要做教育的人将这

种优势加以挖掘并平衡好。

在当下各种西方教育理念涌入的时期，有些内容未必适合

中国学生。所以中西教育不是要去争一个高下，而是要找到共

通点并加以实践。

可否总结一下，在国际学校一线的教师经验，给了您哪些

启发？

一线教学经验，让我从真正意义上了解了如何以学生为中

心去教学。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老师教授的知识点，以及学

生是否真的能够消化并学以致用。

我们常常说“教学相长”，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师

也是在教授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开发他们

的潜能，提升他们的兴趣。

从这个角度，老师要学会踏进学生的鞋子里，透过学生的

眼睛，去考虑问题。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去教”。

多样化的教学，让学生们在学习时不会感到枯燥，反而更

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我们都知道老师在学校负责教书，但对于校长的职责似乎

是“管理老师”，能否简单聊下一位校长的日常工作？其中的

乐趣和苦衷？

我从不认为校长的职责就是管老师，相反我将校长定义为

“服务者”，服务学生、老师和家长。

在任何一所学校，校长要做的，是帮助家长了解和理解学

校的课程体系，搭建家校共建的桥梁，增进彼此的认同；是和

老师们一起探讨课程的设计，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老师互相支持，

并将理论和经验结合，并适时给到老师一些职业规划的建议；

是和学生们一同学习，共同进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从学生、

家长和老师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校长的责任很大，但那并非苦衷而是人生的乐趣。学校里

诸多事情需要持续的跟进和沟通，但只要基于对孩子负责任，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教育职业能够最快地将自己的

理想展露出来，校园工作充满活力让人愉悦。

您对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未来的期望是怎样的？

中锐教育的理念和我的教育职业经历发展是一致的，也正

是因为“根深中华，创新国际”的愿景吸引了我。

作为无锡首家为高端人才、海归人才、华裔华侨子女以及

有意愿接受国际教育的中国学生而特别打造的学校。学校采用

中英文双母语教育。我们以中国国家课程为纲领，吸纳国际文

凭课程和美国创新课程的特色，培养主动进取、全面发展的终

身学习者。

我期望把国际教育中的精华部分，融入到中国教育实践中。

未来，我们希望打造一所具有中锐特色的中国化国际学校。

“因为理解，才会尊重，因为热爱，才会传承”，这是李

蓉校长常提及的话。不论是一线执教、学校管理或倡导中西教

育理念，李蓉始终在寻找中西教育的相通点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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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肖兴：山水南洋二十载

沧桑砥砺，春华秋实。2018 年，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这颗教育界的太湖明珠迎来了自己的 20 岁生日。正值该学院喜迎

建校 20 年周年华诞之际，近日，我们采访了学院现任院长、党委书记周肖兴教授。

周院长 1984 年苏州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工作，这一留便是二十多年，似乎一切都顺其自然地沿着既定轨道前行。

然而十年前与同为苏州大学校友的中锐控股集团董事长钱建蓉先生在关于教育理想的几番畅谈之后，便与南洋学院结下不解

之缘，既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让南洋学院迎来了一段全新的成长之旅。

周院长在回顾当初这个决定的时候说：“与钱董事长在教育理念上的高度共识，坚定了我的教育梦想和情怀，希望探索出一

条新的民办高等教育道路。当时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办一所我心目中的高职院校。

在前两位院长基础上，经过十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学院在规模、师资、教学管理和学生就业等方面都走上了跨越式发展。南

洋学院从初建时的 200 名学生、3 个系、4 个专业到现在 6000 多名学生、7 个院、30 多个专业，20 年来，共培养了 18 届毕

业生 2 万多名社会应用型人才。”

中锐教育：在您看来，南洋学院成立二十年来，规模日益

扩大，生源持续稳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周肖兴：我一直认为，一个学校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离

不开三个因素：首先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治校理念，其次要

有适合中国民办教育的管理方法，而非完全照搬公办院校管理

方式，三是在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上要有特色。只有这样，才

能打造一个学生、教师、教学体系三要素相融共生的专业平台。

南洋学院从办学伊始，就秉承“学成致用”的校训、恪守“天

道酬勤”的校风、弘扬工匠精神，抓内涵建设，实施质量立校、

人才强校、特色兴校战略。

在办学理念上我们以就业为导向，始终贴近社会、市场对

民办教育的需求，因此这些年学校一直是满员运转，基本走上

了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

中锐教育：据了解，这些年您一直倡导大部制改革，这个

改革的的初衷是什么，成效如何？

周肖兴：民办高校的治理，既要遵循大学治理的本身特征，

更要符合民办院校机构精简、效率提高、管理简单的模式。

南洋学院的整体规模，在中国高校的一般规模中是相对偏

小的。过去我们的部门设置基本照搬公办高校的模式，管理边

界多而且相对不够清晰。实行大部制就是为了治理行政短板，

精简机构，减员增效。我们推行二级单位分级管理，放权宏管，

广开言路，民主协商等机制。

通过改革，依据现有院领导班子设置，分别设立大部：校

务部（包括财务、人事、院办、宣传等）、发展部（招生和继

续教育）、学务部、教务部、后勤部，因为学校的治校规律以

及工作运行和政府、企业不一样，具有季节性的特征。

大部制推行以后，管理边界清晰，人力资源可以统筹调配。

这种高度实质性配合改革，充分发挥了民办管理的优势，这在

江苏省乃至全国的民办院校中是创先例的。这样既理顺了管理

关系，也能进一步产生经济效益。经过一年以来的试运行，效

果非常好。

中锐教育：专业建设尤其是品牌专业建设是高校的教学核

心，目前我们学院在专业设置上形成了怎样的特色和优势？

周肖兴：这些年，南洋学院一直坚持打造专业内创力，突

出优势专业，发展特色专业，创建新兴专业，巩固现有专业的“精、

透、强”。在优势专业或品牌专业上，我们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的专业建设始终要瞄准国家的产业发展趋势，

只有跟上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节奏，才能让专业焕发强劲的

生命力。

比如，前十年我们抓住了中国汽车产业和汽车保有量大发

展的好时机，打造了强大的汽车专业，也为集团华汽教育品牌

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为其向全国扩张提供了人才、师资、教学

设备、教学经验上的有力支持。

其次，密切注视区域的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以“产

业引领、需求导向、应用为主”为目标，制定专业发展策略，

增强人才培养的竞争能力，占领更广阔的专业服务市场。

从过去十年抓住汽车产业发展契机，到现在抓住新能源汽

车、航空服务的市场发展趋势，都是出于这样的思考。

第三，我们还瞄准地方经济特色，打造特色专业，无锡拥

有众多国家级影视基地，而且许多影视制作公司分布在学院周

边，因此我们依靠这些影视产业基地发展影视多媒体专业，这

在全省也是仅此一家。

过去二十年，我们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近年

来因为生源结构的变化，我们在传统的美英澳合作基础上，也

在与韩国、东南亚等国家的院校加强合作，例如和在韩国发展

超前的影视多媒体、电竞专业的合作等。

中锐教育：目前学院的师资构成情况是怎样的，在提升教

师队伍的教学水平和教科研能力上做了哪些工作？

周肖兴：师资是一个学校办学的重中之重，我们一直注重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合理调控教师人数总量，创新人才培养与

管理机制，坚持内培外引，目前全院专任教师总人数约 260 人

左右，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人数比例达到 60% 以上。

民办高等教育其实有其先天不足，刚起步时没有自己的

师资队伍，只能借用公办教育的师资力量，但大多是退居二线

的退休师资。这些年学院逐步自己引进了不少专任教师，已达

70% 左右。

同时聘请在行业企业有影响力、资深质高的技术骨干担任

兼职教师，动态建设 150 人左右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资源库。

我们加快提升青年教师、骨干教师、教研室主任的教学能力、

课堂管理能力、教科研水平和教研室管理能力，目前已进行两

期校本培训和多次基地式培训。

这些年，学院响应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号召，不断加强学院

的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作用，以教风带学风，

助力学院良性发展。

实践表明，民办院校加强党的领导，对学院发展非常有好

处，我们学院一直是省教育厅民办院校党建工作中的一面旗帜，

今年又获得了无锡市唯一一个民办院校中的先进党组织荣誉。

中锐教育：什么样的学生是受学院欢迎的，我们又希望通

过学校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周肖兴：我们推行教育教学一体化育人模式，倡导德育与

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结合；

教学工作与学生管理工作结合；教师育人与辅导员班主任育人

结合。

大学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的问

题是在进行知识传播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学生入职

之初必需的良好职业素养的培养。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现象，就是职业院校的学生到了工作

单位，企业的评价往往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达到了一定水平，

但在职业素养甚至道德素养上却存在不足。

因此南洋学院十分重视将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与育人目标契

合，从2013年起一边探索一边开始实施以职业态度、职业规范、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为核心的职业素养教育。

到如今已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职业素养教育体系，并推出

职业素养证书，由学校颁发，分为优秀、良好和合格三种。学

院每年近 1700 名毕业生，拿到这张证书才能顺利毕业，取得优

良证书的学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教育教学一体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在运行中摸索，在

摸索中完善，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体化教育的 2.0 版本，以后还

会有 3.0 版本、4.0 版本，把教育教学不断引向深入，培养出

更高职业素质的学生。

中锐教育：在南洋学院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能否用一个词

或一句话来概括学院这二十年的发展？在您的规划中，未来几

年学院的发展又会呈现哪些新变化？

周肖兴：简单来说，探索，成长。

学院成立初期，面临的是教育资源奇缺的社会环境，利于

规模生长，却苦于拿不到更多的专业和招生计划，到如今随着

生源数量的下降，民办院校面临新的生存压力，需要不断变化

机制，调整办学模式，在摸索中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新民促法的颁布对于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

了机遇和挑战。在分类管理下，民办高职院校需要在盈利性和

非营利性上做选择，这是个新的起点。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机遇显而易见，而挑战则在于，民办

高等院校必须苦练内功，打造更精致的专业，实施更有效的管理，

努力成为更符合民办性质特色的高职学校，否则就会被市场淘

汰。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洋学院任重道远。

后记

与南洋学院相伴十年，周院长以南洋学院为案例，总结这

十年的管理经验及治学经验，撰写了《民办高职“二元思维”

视阈的治校研究》。

书中指出，在中国特色新时代背景下，民办教育的发展必

须走一条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经济规律的道路，两者之间

达到一种高度和谐，谓之二元思维。唯其二元和谐，才能使学

校走上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周院长还形象地把他心目中的高职院校归结为“小家碧玉”

四个字，亦即适度规模的精品教育，让高等职业教育走品质化、

精致化之路。

教育部提出本科教育要实现“四个回归”，回归人才培养

的真正本质。在周院长看来，高等职业院校同样要为真正的精

品教育而努力，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是赋予更多的学生以更

多元的成长机会和更广阔的成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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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于形”的国际教育

近年来，国际学校呼声日高，其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和优质的

教学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生和家长的关注。作为一家国际化教

育集团，中锐教育长期致力于在 K12教育领域进行着最前沿的创

新与实践，是最早一批敢于拼搏和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实践者。

国际学校的优势在哪里？其实，当学生和家长走进国际学校

校园，即使并不了解国际课程的特点，也能够从学校的空间布局、

文化布置、学生精神面貌等方面感受到与传统学校的不同。

国际学校倡导“开放式教育”模式，这种开放从本质上说，

就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营造自由、开放

的学习环境，实现学生素质、文化、能力的全方位锻炼和提升。

灵动空间，满足个性需求

从空间布局看，国际学校教学空间多以共享活动空间为核心

进行布局，其他教学功能性空间围绕共享空间布置，整体空间呈

现多样化、灵活化特点。

学习者置身于其中，能够与学校环境更紧密的融合，其作为

学习主体的角色意识更为强烈。可以说，学校教育塑造了学习者

的精神长相，学习者的成长也塑造了学校的文化特色，两者相辅

相成。

“开放式教育”模式为学习者的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氛围和空

间。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作用下，国际学校的学生呈现

出更为热情阳光、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他们思维活跃、乐于创新，擅于合作，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和主张。在国际学校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下，这种日积月累形成

的素质和能力，使得学习者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规划，更好地适

应未来。

在中锐教育各学校中，都有着“开放式教育”的浸润。在这

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生们不但深谙中西方文化，且深受国际先进

教育理念的影响，无论是在学业还是生活中，都能够更自如的应

对各种挑战，实现个人发展，创造社会价值，成为未来世界的领

袖人物。

E ducation
教育“家” 教育“家”·Education

走进一所国际学校，常常能看到非常大的中庭、活动大厅，

或是舒适宽敞的图书阅览空间，这种空间布局能够为学习者提供

更便捷的活动场所和交流平台，形成具有层次感和趣味性的展览、

休憩和集会空间，增强各年级或班级之间的交流互动，为师生提

供交往、学习、娱乐的资源共享区域，充分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开放式教育理念。

文化环境，塑造精神长相

从文化布置看，国际学校的文化环境多围绕教育使命、愿景

等核心主题进行规划，以学生学习成果的分享展示为文化布置的

主要内容。

无论是学生的艺术作品、科技模型、学科作业，或者毕业生

的成长历程，先进班级体的事迹介绍，抑或是国外大学、出国留

学的背景知识等，在国际学校里都会成为学校文化布置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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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辞旧迎新，中锐教育圣诞的模样

深耕中西融合教育理念，
打造中锐特色 IB学校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到，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学习也

愈加频繁。如何保留本国文化的特色，同时又能培养适应全球化

的人才，可谓是每个国家的教育者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由此应运而生的“IB课程”，成为了培养新时代人才的重要

方法。自1991年进入中国以来，“IB”在中国的发展快速增长，

在中国教育高地的北上广，尤其受到“高知”家长的热捧。根据

一些机构统计，截止去年10月，中国地区共有118所IB授权学校。

解密 IB 课程，源起外交官子女们

提起当下热门的“IB课程”，就不得不说到一个组织----IBO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国际文凭组织）。

IBO成立于 1968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承认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教育组织。

IBO设立的最初目的是服务于外交官子女，开设全球统一标

准的课程，方便在各国迁徙的家庭的子女入读国际学校。

而现如今，IBO已发展成为一个为世界各国优秀学生提供高

质量国际课程的高水平组织，而且它不再仅仅是方便国际友人的

专利，在本国上学照样可以修读IB课程。

“IB所有课程的设置，不是所谓的教授、专家集中起来在封

闭空间里编写出来的，这些课程都是由一线教师们开发出来的。

IB只是提供了框架思路，而实际上课内容都是由一线老师提出非

常适合学生的课程内容。”无锡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中方校长

李蓉说：“所以，这给到 IB课程非常强壮的生命力，因为所有

教学灵感都来自一线团队的智慧，并且每过几年 IB的大纲都会

由一线老师重新修订，确保与时俱进。”

与一般的课程体系不同，IB是在国际教育课程体系中，唯

一一个贯穿 K12的完整体系，课程从幼儿园起一直延续到大学课

程，并且 IB课程的分数几乎是被全球所有名校所认可的，甚至

在DP阶段的学分可以在大学里获得免学分的待遇。

IBO的最初定位决定了其教育宗旨是把国际化放在第一位。

而且这里所说的国际化，并非全盘接受外来的内容，而是以本国

文化为核心。IB从业者经常会谈到，它的教育哲学是 Education 

for Life-long Learner（培养终身学习者）。

IB培养的是探究真知、知识渊博、积极进取、富有爱心的

终身学习者，他们理解尽管人与人间存在着差异，但他人的意

见也可能是正确的。在 IB 的十条 learner profile 中，IB 老

师和学生们最常提及的两个词就是探究者（Inquirers）和反思

（reflective）。

根深中华，中锐教育创新特色 IB 学校

中锐教育旗下学校在国际课程认证方面的进程历时已久，“根

深中华、创新国际”的办学理念与IB世界成员学校的共同理念“恪

守承诺提供高品质且有竞争力的国际教育”高度一致。

中锐教育旗下的多所学校被国际文凭组织（IBO）批准成为

IB世界学校及候选学校。苏州海归人才子女学校获得了 IBDP 授

权证书，成为 IB世界学校。

太仓市华顿外国语学校、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及徐州华顿国

际学校被国际文凭组织（IBO）正式批准为 IB PYP 和 IB DP 项目

候选学校。

2018年 11月，从国际文凭组织（IBO）传来消息，无锡高新

区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已经被 IB国际文凭组织正式批准成为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IB Diploma Programme）的候选学校。

OVERSEAS CHINESE ACADEMY OF CHIWAY WUXI is a 

candidate school for the Diploma Programme.This school is pursuing 

authorization as an IB World School.IB World Schools share a common 

philosophy-a commitment to high quality,challenging,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at we believe is important for our students.

中锐旗下多所学校不乏校长及学部管理人陆续被多种主流国

际课程项目主办方邀请作为资深培训师。通过 IB课程体系的自

身优势，结合中锐教育强大的 IB师资力量，中锐教育旗下各校

不断积极探索“课程整合”，打造出双母语课程体系下的学科融

合。从课程设计来看，华锐海归人才子女学校提倡的“根深中华，

创新国际”理念，前者正是中国特色的学习，后者就是 IB国际

化的教学方法。

未来，中锐教育将携旗下多所 K-12 学校，遵循各国际课程

组织的标准和要求，立足于未来社会的全球性挑战，培养具备终

身学习能力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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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装素裹的大地，迎来了2018年的瑞雪，也迎来了又一年的圣诞节。中锐教育旗下各校，纷纷开展了跨文化活动，

借着西方传统的节日，老师们通过学生互动、民俗活动和期末汇演等方式，为大家呈现了中锐教育学子们的模样。

在欢笑与感动中辞旧迎新

在 OCAC 苏州海归人才子女学校，幼儿园的全体师生身着节日盛装，为家长们献上了一台充满童趣、多元文化集萃

的精彩演出。

小朋友们以班级为单位，依次登台，表演了多首经典的节日歌曲。为了准备这些节目，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反

复排练，付出了不小的努力。每一句天真烂漫的歌唱，每一个萌态可掬的舞蹈动作，都是成长的瞬间。

一年级的小朋友们邀请爸爸妈妈们来到学校，献上了一台充满了温馨、童趣与节日气氛的演出。孩子们用纯真的天

辞旧迎新，
中锐教育圣诞的模样

籁之声唱出这一学期的成长，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为父母们

送上新年的祝福。

中学部学生们以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度过了 2018 年的最后一

天在校日。学生们将日常所学编排成精彩的节目，通过如：话

剧《专诸刺王僚》、24 点决赛、原创寓言故事演绎地理知识竞

赛等方式，展示了自己多方面的进步与才华。

中西合璧，当圣诞老人遇上中国节气

“圣诞节”是西方传统节日，在每年12月25日。在这一天，

人们会用圣诞袜、圣诞帽、圣诞树来装饰屋子，期待能收到来

自圣诞老人的礼物。

为了庆祝冬至和圣诞节两个节日，让学生们体会国际部大

家庭的温暖，太仓华顿外国语学校举行了“我的圣诞老人”和“一

起包饺子”活动。

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是学生们的“圣诞老人”，

一份惊喜的神秘大礼，让学生们彼此增进友谊。

在包饺子比赛中，大家各显身手，包饺子间隙学生们还用

意大利面和棉花糖来组合，制作“棉花糖塔”一比高低。

丰富的形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学习收获，在跨界中感受中

西交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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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圣诞之旅

亲爱的圣诞老人：

我们在太仓华顿外国语学校等待你的降临，华顿幼儿部的小朋友们期待您的到来！

太仓华顿双语幼儿园

在太仓华顿外国语学校，圣诞迎新活动成为了一场“神秘之旅”，老师们化作舞台剧表演者，学生们则

穿梭在校园内开展各种游戏，热闹非凡。

我们要做整条街最靓的仔

一上午的亲子时光，常州华顿双语幼儿园的宝宝们感受到了浓厚的圣诞节日气氛。亲子手工、亲子烘焙

的开展，增进了父母与孩子的感情。

互赠礼物增加了同伴之间的感情，有温度的教育、有故事的童年有爱的亲子时光，就在常州华顿双语幼

儿园。

不论是互动游戏还做手工，在换了的节日气氛中，孩子们通过领略异国文化，增长见识的同时，还收获

了快乐！祝福大家来年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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