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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庞大需求促进北京华联商业信托发展

kopi-C: the Company brew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 (BHG Retail REIT)

新交所代码 BMGU

市值（百万新元） 366

年初至今股价变动百分比 (%) 12.20%

股价-股息调整百分比 (%)年初至今 16.50%

股价-股息调整百分比 (%)[1 年] 15.80%

股价与 12 个月高点相比变动幅度 (%) -3.30%

股价与 12 个月低点相比变动幅度 (%) 28.90%

12 个月最高价 0.76

12 个月最高价日期 2016 年 8 月 26 日

12 个月最低价 0.57

12 个月最低价日期 2016 年 3 月 11 日

股息收益率 (%) 6.80%

市净率 0.9

资料来源：新交所 StockFacts（2017 年 7 月 26 日）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 (BHG Retail REIT) 是在新交所上市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其管理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陈懿璘坚定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陈懿璘 8 岁时离开家乡，跨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边境，跟几个不同的家庭一起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渴望在一家“李光耀国
度”的学校求学。

她表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希望获得不同的经历。 小时候，我听到大人们谈论新加坡，我感觉新加坡是个不错的地方，所以我问父母我是否可以在新加坡上
学。”

这是陈懿璘做过的最艰难决定之一。 

她回忆道：“尽管我爸每周都去看我，但是我一直想家，有时我会在上课时突然哭起来。但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没有回头路可走，因为这是已经做出的重要决定，这
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1996 年，在获得英语荣誉文学学士学位从英国莱斯特大学毕业后，陈懿璘继续开拓自己的道路。 

她实现了成为新加坡航空公司首位女性机场站长的愿望，首先在法兰克福，随后在哥本哈根，接下来的九年在纽约和香港处理新航的机场运营工作。

陈懿璘表示：“新航以前只任命男性站长，而我是新航的第一位女性站长。这非常艰苦——我得确保我在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比我的男性同事更出色。”

陈懿璘的身上鲜明地展现出坚韧的力量。她的座右铭是“绝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你可能觉得某件事情是无法实现的，但如果你足够努力并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你将能够克服障碍，实现目标。”

接下来的十年中，陈懿璘在新加坡远东机构和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人们喜欢称其为“北京华联商场”，是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的保荐人）担任零售和酒店物业
高级管理职务。

2015 年，她被任命为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的管理机构。

第三空间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是首家由总部设在中国的老牌零售物业运营商保荐的单一经营型中国零售房地产投资信托。北京华联商业信托于 2015 年 12 月在新交所主板上
市。它的目标是直接或间接投资于由主要用于（无论是完全还是部分）零售用途的收益性房地产及房地产相关资产组成的多元化投资组合，最初的投资重心为中国。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目前的市值超过了 3.65 亿新元，2017 年年初至今的总回报率为 16.5%，而基准海峡时报指数的总回报率和范围更广泛的富时海峡时报全股指数
的总回报率分别为 17.8% 和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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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的管理机构是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管理公司，该公司是保荐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子公司，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8 年 
5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华联集团的一部分。北京华联集团拥有逾 20 年零售物业管理经验以及超市和大卖场运营经验。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拥有多元化的资产组合，由五个零售物业组成，这些物业位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战略性地段。这些资产的总净可出租面积约 156,000 平方米，平均
租用率达 98% 以上。资产组合包括北京万柳购物中心 60% 的权益、成都空港购物中心、合肥蒙城路购物中心、西宁花园店和大连金三角店。 

这些购物中心位于中产阶级职场人士和家庭经常光顾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各家购物中心均被打造为生活方式目的地，其主要租户或主租赁租户是人气很高的北京
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陈懿璘表示，这些购物中心的定位经过深思熟虑，以确保它们保持对广大社区的重要意义。

她指出：“我们的业务是经营零售商场，但商场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摇钱树——它们的功能还包括服务社区。

在中国，家庭正变得更小，交通日渐拥堵，所以人们喜欢在家、办公室或学校之外的第三空间打发时间。这个空间是神圣的，并在丰富人们的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我们正与我们的租户和购物者合作，把商场打造成欢乐和积极向上的空间。”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资产组合中的五项物业类似于裕廊坊购物中心（新加坡最大的郊区购物中心，位于新加坡西部）和淡滨尼购物中心（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另一家中心
地带购物中心）。 

陈懿璘补充道：“我们不会回避‘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我们的租户群体、活动和宣传来贯彻我们的定位。”

资产强化努力也是北京华联商业信托战略中的关键要素。“我们特别注意通过微信、电子邮件和实地面对面调查与购物者定期沟通，因此我们可带来他们想要的产品
和品牌。”

例如，由于附近相对年轻的人群对体育用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其成都空港购物中心目前正在翻新，以提升该购物中心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产品和服务。这项优
化计划有望在 2017 年第三季度完成，已经提高了购物中心的租用率，并迎来耐克、阿迪达斯和新百伦等新品牌的入驻。

陈懿璘表示：“只要我们一直和社区保持息息相关，收入也会随之而来。”

为租户提供相对较短的租赁期限也有利于北京华联商业信托。她补充道：“在中国，一到三年的租期并不少见。这给了我们在租约到期后提高租金或更新租户群体的
机会。我们的大部分租约还附带一项每年内部升级和总营业额条款。”

宏观驱动力

展望未来，陈懿璘预计北京华联商业信托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4 月至 6 月的这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6.9%，维持了第一季度的增
速并超过经济学家预期。6 月份工厂产出同比增长 7.6%，为三个月的最快增速；而上个月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11.0%，超出预期，为 2015 年 12 月以来的最快
增速。

陈懿璘补充道：“宏观经济将是我们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增长前景乐观，零售销售额保持了强劲态势。中产阶级崛起、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自 2016 年起执行二
孩政策——所有这些也将促进国内消费。”

增长的另一个途径是收购——通过向保荐人收购优先购买权物业和向第三方运营商收购合适的资产。

陈懿璘表示：“我们总共可向我们的保荐人收购 14 项优先购买权物业，分别位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第一批从 2018 年起可供我们考虑。

我们还在探索向第三方收购可产生收益的零售资产的机会。标准包括可增加收益、地段好以及具有资产提升潜力。”

虽然前景依然光明，但是在陈懿璘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继续满足越来越见多识广的中国购物者的需求。

陈懿璘指出：“许多人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电子商务的崛起和供大于求，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我们的物业不是位于商场云集的地段；尽管电子商务正在
发展，但是消费者继续通过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与品牌互动。”

根据麦肯锡 2016 年 4 月对中国互联网用户进行的一项调查，消费者对实体店的满意程度高于对网店的满意程度。陈懿璘表示，在调查中，三分之二的中国消费者
指出购物是与家人共度时光的最佳方式，而面向整个家庭，集购物、餐饮和娱乐于一体的商场从这一趋势中受益匪浅。

零售商还在越来越多地采用全渠道战略，这模糊了线上和线下购物之间的界线。“只要租户群体接地气，实体商场就会接地气；我们的购物中心已经将重点放在消费
者体验上。”

在与阿里巴巴和支付宝合作后，消费者可在网上购买购物券，然后在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的实体店里使用。他们还可通过网上餐饮平台或应用下载餐饮折扣券。 

不断变化的需求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跟上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许多中国人现在游历甚广，比如去过东南亚，而且他们希望能在商场品尝不同种类的菜肴，比如泰国食物或香辣蟹。社交媒体为他们提供关于最新潮流的信息，因
此，他们想要的不只是瑜伽，而是空中瑜伽！”

专注于品牌同样至关重要。“客户希望获得越来越好的产品。他们想要进口品牌，因为：第一，他们买得起；第二，他们希望自己和孩子使用最好的产品。”

陈懿璘以奶酪蛋糕的一时兴起为例指出，潮流会变化得非常快——今天流行的东西明天可能就过时了。“作为经营者，我们需要监测并跟上需求的这些变化。”

跟上潮流意味着广泛阅读。陈懿璘热衷于阅读。她把办公室之外的时间用于研究各种话题，从艺术和历史一直到健康和食品。爱好交际、现年 44 岁的她笑着
说：“我喜欢了解任何事物，一切事物。”

她指出，做一个不错的聆听者也是学习过程的重要部分。“我们应当听得比说得多。你总是能够从遇到的每个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连五岁小孩儿都会有值得分享
的智慧之语。”

陈懿璘嫁给了一名飞行员，她养了三只狗，她认为留出“私人专属时间”非常重要。在 2012 年参加哈佛商学院综合管理项目之后, 她意识到了管理自己的重要
性。 

陈懿璘表示：“培训师鼓励我们把 50% 的时间用于管理自己，而不是管理我们的员工、老板或同事。

“只有在我们能够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情感时，我们才能处理好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这真的切中我的要害。”

她补充说，展开来说，了解自己至关重要。 

花时间独处，静下心来，当你平静且头脑清晰时，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和重点。”专注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实现目标。”

kopi-C 交流：与北京华联商业信托首席执行官陈懿璘对话

视频及其主题的清单如下：
管理的核心价值观——https://youtu.be/X5n068ukUTs
增长的驱动力和前景——https://youtu.be/AYi1Hr7E2qs
关键挑战和策略——https://youtu.be/nDnIDSJ38xU
分享生活中的经验教训——https://youtu.be/kktvevU_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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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

截至 3 月 31 日的季度（千新元） 2017 年第一季度* 2016 年第一季度* 变动百分比 (%)

总收入 15,492 16,039 -3.4^

净物业收入 10,371 10,139 2.3^ 

每基金单位派息（新加坡分） 1.39 1.37 1.5

* 计算 2017 年第一季度和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时使用的新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分别为 1:4.864 和 1:4.643
^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计算增值税的收入为不含税收入，而不在物业运营支出中体现
~ 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北京市政府将其税收政策调整为全国通行做法，根据租金收入征收物业税，这导致北京万柳购物中心与物业相关的税收支出升高。

资料来源：公司数据 

券商评级——未评级 股价图

买入 0

持有 0

卖出 0

PT 均值 无

资料来源：新交所 StockFacts 

展望和风险

•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 2016 年 GDP 同比增长 6.7%。根据初步估计，2017 年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 6.9%。最新经济数据已为中国经济实现全
年增长 6.5% 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6.3%；失业率稳定在 3.97% 的同时，总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10.0%。

• 在 2017 年 3 月举行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政府确定了未来一年的几项主要发展目标，包括全年 GDP 增长 6.5%、根据
经济增长合理增加个人收入、增加 1,100 万个城镇工作岗位和将失业率保持在 4.5% 以内。会议还强调要努力推动国内消费和实现全年零售销售额增长 10.0% 
的目标。

• 根据世邦魏理仕的数据，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2 月升至 10 年最高的 112.6。2017 年前两个月，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和书籍以及食品和饮料领域的销售额稳
健增长。体验式零售继续表现良好。

• 展望未来，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由五项适应性很强的社区零售物业组成的资产组合，将继续从可支配收入增长、国内消费上升和城市化程度提高推动下的中国经

济的转型中获益。这些零售物业拥有以体验为导向的强大业态组合和稳定的周边顾客来源。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

北京华联商业信托是首只由中国领先的综合零售集团保荐的单一经营型中国零售房地产投资信托。北京华联商业信托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新交所主板上市。它
的主要投资策略是直接或间接投资于由主要用于（无论是完全还是部分）零售用途的收益性房地产及房地产相关资产组成的多元化投资组合，最初的投资重心为中
国。北京华联商业信托的资产组合包括五项零售物业——北京万柳购物中心 (60%)、成都空港购物中心、合肥蒙城路购物中心、西宁花园店和大连金三角店，分别位
于中国的一线、二线及其他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城市。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北京华联商业信托资产组合拥有总楼面面积约 264,000 平方米，承诺租用率
达 98.6%。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次估值日），总估值约 8.107 亿新元。

公司网址：www.bhgreit.com。

点击此处查看该公司的 StockFacts 页面。

如需了解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结束的第一季度财务业绩，请点击此处。 

文：Jennifer LH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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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i-C》是新交所 My Gateway（我的门户）网站上的一个定期栏目，专门介绍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一流企业的高管。这些访谈作为高管档案，旨在帮助投资者深入了解

执掌企业帅印的领导者。

如需《kopi-C: the Company brew》的往期版本，请点击此处。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希望《新交所市场对话》对您感兴趣的高管进行专访，请发送建议至 jennifer.tan@sg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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