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标杆地产项目总线上学习营 

-铸雄才大略之将，燃地产未来之光- 

 

超级将领 



 

【项目背景】 

在“房住不炒”的大环境下，房地产行业被迫完成“转场”，下半场开启即“速冻”，

新一轮房企优胜劣汰的“生死劫”正在上演。房地产行业步入“零容错率”时代，机会型房

企大概率将葬送于“低能”操盘手，一个开发项目的失败会摧毁一家房地产企业，已不再是

危言耸听！房地产行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市场需求和经营逻辑均在变化，企业能否

顶住压力，逆境突围取决于每一个项目能否成功，优秀的地产项目总经理是关键。 

 优秀的地产项目总，不以职业经理人自居，思维与老板同频、发展与企业共进退 

 优秀的地产项目总，是项目超级将领、灵魂人物，肩负成功操盘重任 

 优秀的地产项目总，专业根基扎实，具备逆境驾驭内外、掌控项目全局的能力 

 优秀的地产项目总，统率团队，圆满达成目标，持续为客户、员工、企业创造价值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优秀地产项目总经理人才的需求如此之迫切！为此高景

亚太房地产研究院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行业发展趋势的研判，重磅迭代推出《超级

将领——2022 标杆地产项目总线上学习营》旨在助力房企加速培养管目标、促协同、抓业

务、带团队、控风险的精英项目操盘手。 

 

 

 

 

 

 

 

 历程回顾： 

2019年 12月 标杆地产项目总精英训战营（线上） 首期班推出，100 位地产项目总经理加入 

核心培养：宽视野+擅管理+精业务 

2021年 12月 标杆地产项目总高阶实战研修班（线上）二期班升级，80位地产项目总经理加入 

            核心培养：全局视野+领导格局+经营思维+专业决策+增效提速 

2022年 12月 超级将领——标杆地产项目总线上学习营 三期正式启动，诚邀优秀地产项目总加入 

            聚焦提升：地产项目开发场景全过程操盘和风险管控能力 



 

【项目亮点】 

 

【课程体系】 

 



 

 管目标---项目成功最重要的标识是经营目标的达成，项目总要提升目标管理能力，掌握

设定目标、分解目标、动态跟踪、及时纠偏、确保达成的管控方法。 

 促协同---项目总要以项目为中心，推动全专业紧密高效的相互配合，整合内外、拉通横

纵、善用协同抓手实现目标的高效驱动。 

 带队伍---项目的成功依赖于高效能团队，项目总要赢得信任、明确目标、赋能业务、激

励下属，驱动团队快速成长。 

 强业务---项目总要对开发项目全权负责，需要在开发业务场景下有明确的操盘逻辑、操

盘路径和关键节点的管控抓手。 

 控风险---项目总要始终聚焦目标，对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时间和因素保持风险意识，重

点防控经营风险、决策风险、项目定位偏差、设计方案颠覆、安全事故和群诉风险。 

【课程设计】 

编号 核心模块 课程主题 核心内容 直播学时 

1 管目标 
项目成功的评价指标体系与目

标达成管控要点 

1． 评价指标选取与目标制定 

2． 目标宣导与组织分解 

3． 经营目标跟踪与纠偏 

4． 目标达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3 小时 

2 促协同 
项目总运营视角的上下协同与

全专业横纵拉通 

1. 统一项目目标 

2. 项目整体运营全景筹划 

3. 上下贯通促进业务协同 

4. 管理抓手：会议与考核 

3 小时 

3 带团队 
向下赋能——项目总卓越领导

力与团队培养关键抓手 

1. 项目总五维领导力修炼 

2. 项目总向下培养赋能 

3. 团队建设与激励 

4. 团队成长计划与培养实施 

3 小时 

4 控风险 
地产项目全周期项目总经营风

险排查要点解析 

1、 投资决策阶段风险管控 

2、 定位策划阶段风险管控 
3 小时 



 

3、 项目建设阶段风险管控 

4、 项目销售阶段风险管控 

5、 项目交付阶段风险管控 

5 

项目论证 

高效投资决策 

1. 项目投资预判 

2. 项目及产品初步定位 

3. 项目强排与投资测算 

4. 工具：可研报告、测算模型 

1.5 小时 

6 组建精干团队 
1. 前置团队组建策略 

2. 项目团队编制与搭配建议 
1.5 小时 

7 

策划设计 

项目投资交底 

1. 编制投资测算交底报告 

2. 项目信息与注意事项交底： 

规划指标、地块四至、市政配

套、地块条件、合作协议、其他

特殊要求 

1.5 小时 

8 项目分期策划 
1. 项目分期影响因素与开发策略 

2. 分期规模测算与分期经营统筹 
1.5 小时 

9 精准定位策划 

1. 三线交圈：市场、产品、运营 

2. 项目经营策略定位 

3. 项目定位与产品力提升 

1.5 小时 

10 方案设计与评审 

1. 设计信息输入与合规性审核 

2. 关联专业沟通交圈 

3. 项目定位与成本适配 

4. 方案设计评审决策要点 

1.5 小时 

11 营销策划方案 

1. 梳理项目核心价值逻辑 

2. 确定销售节奏与目标 

3. 营销费用规划与管控 

1.5 小时 

12 示范区策划与评审 

1. 示范区选址与定位 

2. 示范区计划统筹 

3. 示范区功能、效果与成本适配 

4. 示范区方案评审要点 

1.5 小时 

13 报批报建策划 1. 项目地块风险排查 1.5 小时 



 

2. 政府关系建立与维护 

3. 基于经营目标的报建策略 

14 目标成本评审 

1. 成本策划的全面性、合理性审核 

2. 目标成本测算偏差检测 

3. 成本指标与产品标准的适配性 

4. 成本与售价的敏感性分析 

1.5 小时 

15 招采策划 

1. 合约分判与合同界面审定 

2. 采购策划的完整性与合理性 

3. 采购计划与各专业计划的匹配性 

1.5 小时 

16 项目启动会 

1. 项目启动会召开的时点管控 

2. 项目经营目标和开发条件确认 

3. 基于经营视角的各专业交圈 

4. 各相关专业的资源需求 

1.5 小时 

17 精装策划 
1. 精装策划“六定” 

2. 精装关注的六大关键环节 
1.5 小时 

18 施工图设计 

1. 施工图初审与设计优化 

2. 施工图设计缺陷审查 

3. 施工图联合评审 

1.5 小时 

19 

项目建设 

工程策划 

1. 识别工程策划的输入条件 

2. 工程管理过程的总体策划 

3. 明确各方职责、工程组织交底 

1.5 小时 

20 总包单位定标 

1. 总包单位选择与项目经理的选定 

2. 总包合同条款的要点把控 

3. 总包管理及组织合同交底 

1.5 小时 

21 预售节点取得 

1. 示范区的快速高品质呈现 

2. 首开区段达预售条件 

3. 首开区货量及推速达现金流要求 

4. 取得预售许可证 

1.5 小时 

22 货量区施工管理 

1. 施工质量保证的 8 项管控措施 

2. 工程进度的穿插提效 

3. 施工成本管理与适配 

1.5 小时 



 

4. 工地形象及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23 动态成本管理 

1. 通过动态成本实现成本管的住 

2. 动态成本偏差分析及调整 

3. 掌握动态成本偏差对目标的影响 

1.5 小时 

24 

项目销售 

示范区验收及开放 

1. 示范区多轮验收策划 

2. 围绕品质逐项检查确保完美 

3. 工程细部处理与整改落实 

1.5 小时 

25 开盘策划 

1. 开盘筹备与策划活动推演 

2. 开盘前蓄客量与销售策略 

3. 开盘现场组织保障 

1.5 小时 

26 销售定价 

1. 市场环境分析及趋势判断 

2. 同区精品分析比较价格 

3. 结合定位明确经营策略 

4. 盘点自身资源禀赋与产品优势 

5. 分析前期蓄客情况与意向占比 

1.5 小时 

27 开盘风险自查 

1. 相关证照获取齐备 

2. 销售道具完备 

3. 销售说辞确保准确 

4. 销售分工组织保障到位 

1.5 小时 

28 首开后评估 

1. 开盘目标的完成情况分析 

2. 定位策划的精准程度评估 

3. 产品的接受度评估 

4. 营销策略的有效性评估 

1.5 小时 

29 

验收交付 

内部验收 

1. 内部各相关职能条线统筹协调 

2. 内部验收的 PDCA 原则 

3. 内部联合验收关键环节管控 

1.5 小时 

30 竣工备案 

1. 项目验收工作程序和前置预案 

2. 规划验收的流程和通过条件 

3. 竣工验收资料的归档要求 

1.5 小时 

31 集中交付 
1. 集中交付流程与交付问题预案 

2. 集中交付多部门联合工作统筹 
1.5 小时 



 

3. 集中交付方案策划与细化 

4. 集中交付期的快速维修落实 

32 首次交房后评估 

1. 集中交付前风险排查 

2. 交付组织的实施过程评估 

3. 交付期内外部配合协同度 

1.5 小时 

33 

总结复盘 

项目结算 

1. 结算资料按时整理完备 

2. 结算争议责任分判与解决 

3. 结算过程遗留问题处理 

1.5 小时 

34 项目复盘评估 

1. 项目经营结果评估 

2. 项目开发全过程复盘 

3. 项目清算评估 

1.5 小时 

35 能力进阶 
超级将领——高段位项目总进

阶之路 

1. 看清形势，调整自身定位 

2. 善抓经营，确保目标达成 

3. 精通产品，提升货值溢价 

4. 营销突围，保现金流安全 

5. 管控成本，打赢利润保卫 

3 小时 

 

【学习模式】 

 

 

 

 



 

【核心师资】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秦  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谢老师 房地产战略与组织变革专家，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董事长 

凌老师 原碧桂园区域投拓总，现任 TOP30 房企集团投拓负责人 

郭老师 中国城市综合开发及房地产开发运营专家。 

孙老师 原碧桂园、荣盛土地投拓总 

许老师 原万科集团运营高管，现任 200 亿规模房企运营副总裁 

李老师 原中海、万科、建业三大标杆房企工程总、项目总经理 

刘老师 原绿城集团工程总经理，常务副总（工程、设计、成本） 

冉老师 原中海高管、资深领导力专家 

王老师 标准化设计管理与全过程设计优化资深专家 

赵老师 曾任万达、宝龙及上实集团成本中心总经理 

沈老师 曾任万科集团、华润集团项目总 

黄老师 房地产实力派财税专家 

 

 

 

 



 

【招生对象】 

房地产企业董事长、总经理，项目总经理，项目副总、工程/营销/投拓/运营/成本/设计/财务

等条线储备项目总人才等 

【教务信息】 

 学制：12 个月，高景云 APP 线上学习 

 线下面授课程：1 次开学典礼，一次房地产行业论坛，不定期线下参访、考察、交流

活动。 

 线上直播课程：共计 35 个细分主题 60 学时，每月直播 3-6 学时，每次直播 1.5 学

时，学习期内无限次回放巩固。。 

 学习费用：12800 元/人（包括：报名费、学费、资料费、考试费、教学管理费，其

他费用自理）团报 3 人（含）以上 9800 元/人 

 

 

 

 

 

 

 

 

 

 

 



 

《超级将领——2022 标杆地产项目总线上学习营》 

报名表 

 

精英信息 

姓 名 性别 职  务 手  机 身份证号 

     

     

企业/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所属行业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年营业额  

企业总资产 

（人民币） 

□3000 万以上       □5000万-1亿      □1-5亿         □5-10 亿 

□10-50 亿          □50-100亿         □100亿以上 

公司/单位性质 □国有  □集体  □民营/私营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其它                   

公司地址  

指定联系人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座机  传真  

E-mail    邮寄地址  

费用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万两仟捌佰元整  （小写￥ 12800.00元）  

交费方式 

请将学费通过银行汇入指定运营账户 

户 名：高景亚太（北京）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帐 号：11050 18836 00000 00878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用途：标杆地产项目总线上学习营 XXX 学费 

参会申请人签名： 

（加盖贵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请将报名表填写完整后传真或发电子邮件到招生办公室         老师收。 

并于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学费至指定账号，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