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st dans une salle multi-fonctionnelle 
chic et moderne que François Trausch a 
accueilli JQR. Le décor donne déjà une 
idée du soucis qu'a l'entreprise et son 
chef pour le côté humain et chaleureux. Le 
CEO de GE Capital Real Estate Asie n'est 
pas un novice en terre nippone. Plus 
jeune, il a reçu une bourse d'études pour 
passer dix mois à Tokyo. Il est alors tombé 
sous le charme du pays et n'a donc pas eu 
de difficulté à convaincre son épouse et 
sa famille de revenir s'y installer lorsque 
sa carrière dans l'immobilier bat son plein 
chez GE à Paris et qu'on lui offre le poste 
de Directeur Asie. Entre deux 
déplacements, il a bien voulu partager 
avec nous sa vision du Japon et de son 
marché immobi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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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致而现代的多功能办公室，光是看
看这房间，就能感受到 GE Capital Real 
Estate 及其亚太区 CEO 对于人的温暖是
如何看重了。弗朗索瓦特劳施（Francois 
Trausch）是一个日本通，他在年轻时曾
因获得奖学金而在东京生活过 10 个月，
那时他就为日本所倾倒。因此，当他在巴
黎 GE 房地产部门的工作一帆风顺的情况
下被问及对于亚洲地区负责人这样一个职
位是否有兴趣时，他还是努力说服了妻子
和孩子举家来到了日本。此次，特劳施乘
着出差的间隙接受了 JQR 的采访，他就
日本及其房地产市场等阐述的他的意见。

　　“东京的房地产市场的首要特点是它
的规模。首都圈总人口据说有 3 千万，上
任至今只有半年时间，还无法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这里的市场形势复杂而困难，但
这种通过传统手段难以得到理想效果的特
性正是其魅力所在。想要理解这一市场的
变化、趋势和方向性，需要相当的时间。
在 15 年前，新宿是一个人气很高的地点，
但到了今天那里的发展势头已经出现了萎
靡不振的迹象，人们开始转向国际机场羽

田附近的品川。欧洲城市则没有那么大的
变化，趋向稳定，到哪里可以获得什么基
本上是固定的，与此相对的，重建开始至
今才五六十年时间的东京还有很大的变化
空间。对于这一点，至今我仍深感惊奇。”

与 25 年前相比，东京变得
更加漂亮了

　　25 年前我来过日本，当时日币是非
常强势的流通货币，泡沫经济鼎盛，状况
与如今截然不同，恍若隔世。不过，作为
一座城市而言，与那时相比今天的东京更
加漂亮了。基础建设有了长足进步，漂亮
的大楼层出不穷，大规模的城市规划也实
现了好几个……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巨
大的矛盾综合体。一方面，20 年的时间
里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东
京这座城市今天的美丽如果说是以 20 年
时间经济停滞不前为代价换来的，那么我
觉得其他国家也可以考虑付出 20 年的时
间。”
　　虽说东京是一座嘈杂的城市，但是开
发了 ARK Hills、六本木新城（Hills）和
东京中城的森大厦公司等其他开发业者都
不约而同地改变了他们的方法，在建造新
大楼时开始注重审美。结合了办公室、商
场和酒店的项目开始出现，而它在这个国
家还是比较新鲜的一种现象。其中一个较
好的例子就是丸之内地区。20 年前，这
里除了办公室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到
了今天，即便在周末还是热闹非常。不了
解东京的人在听到东京时首先联想到的就

是高楼大厦、三层的高速公路、繁忙的交
通、巨大的城市群、算上邻县合计 3 千万
的人口、混凝土森林的干燥乏味和严重的
大气污染。我是从巴黎来的，世人都觉得
巴黎是一座浪漫而幽静的城市，但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巴黎很吵，车水马龙，大气
污染也很严重。与这样的巴黎相比，东京
正相反！可以说东京是由一个个村落组合
起来的，而且也不存在大气污染的问题，

东京的城市开发
仍在继续。
日本的房地产业 ：
超出预期的成长

François Trausch 弗朗索瓦特劳施 

GE Capital Real Estate
亚太区 CEO
写真 / 長尾迪　文 / JQR 編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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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随同时，一般都是向对方道歉的
场合。这或许是日本所独有的习惯吧，当
然，这种情况正是发挥我作用的时刻。所
幸的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多。我之所以响应
这方面的要求，是要让员工知道我是一名
值得信赖的上司，我不会对自己的下属不
闻不问、弃之不顾。在日本，如果丢了面
子，那么就必须一连好几年都不踏足这个
市场。无法与客户建立起直接的关系是我
的不足之处，但我没有发现如果这么做能
够产生什么附加价值，所以我不会刻意将
自己推到前面。

日本人喜欢建设 

　　不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建筑，日本的建
筑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要让建筑
业满负荷运转，因此对于除旧布新根本没
有任何的犹豫。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日
本地价非常高吧。土地价格占到了投资金
额的 70%，而建筑本身却只占 30%，因
此拆掉重建在日本来说是划算的。不过即
便如此，日本人对于建设的热衷还是让我
惊奇不已。即使在不可能通过建设获得什
么利益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这么做。在日
本，并不是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有收益保证
的，也有一部分工程项目是通不过盎格鲁
撒克逊人式的投资回报评估的。日本人这
方面的想法与我们不一样。

与日本员工一起工作后，笑
容多了 

　　我在员工管理方面的经验还是比较多
的，但是与法国相比，在日本工作要轻松
多了。因为是一家集团公司，因此半数的
公司章程都是相同的，但是剩下的一半却
有几大差异。包括充满孩子气的玩笑在内，
日本员工即使在工作中也会毫不吝惜地发
挥他们的幽默感，与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比
起来，在日本我笑的次数多了。从事房地
产方面工作的都是不喜欢固步自封的人
才，毕业的大学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员
工多是的英语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和在那些
大男子主义盛行的企业中感到没有前途的
女性。

日本的房地产市
场缺乏透明度

　　对于成熟度如此高的市场而言，获取
有用的信息却如此之难，这一点一直让我
感到非常惊讶。比如在加拿大购买大楼时，
周边 10 栋大楼出售时的价格、周边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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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人和租户的简介等资料都是可以弄
到手的，而在日本这却非常困难。要搞到
盎格鲁撒克逊人式的投资家所需求的这类
信息，可是要付出不少的心力。而在盎格
鲁撒克逊人式的投资家看来，这应该只是
举手之劳。虽然日本的房地产业非常发达，
但令人意外的是其在透明度方面还是非常
欠缺的。从另一个视角来分析，这种现象
可以解释为保护市场不被外来企业分去利
益。想要在从巴黎或纽约过来之后马上购
买大楼什么的，想都不要想。

我的孩子（十多岁）正在享
受自由…这多亏了日本的环
境

　　东京另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方面是交
通系统。对于我 14 岁和 16 岁的孩子们来
说，东京的生活体验可谓是精彩纷呈。他
们在日本的环境中，享受到了属于十多岁
少年们的自由。因为他们不用惧怕犯罪等
危险，可以自由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在
巴黎，如果周六晚上我 12 岁的儿子要乘
坐地铁去香榭丽舍大街，我是不可能同意
的。在有的城市，孩子要去哪里时必须要

劳烦父母开车接送。

人们都忘了的一件事，“设
计”诞生于日本

　　在日本，有一件不被特别强调的事情，
那就是日本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商业理念，
拥有很多富于创造性的年轻新兴企业家。
就像为了追寻灵感而前往京都的史蒂夫・
乔布斯所说的那样，设计的概念在某一方
面来说诞生于日本。正是因为有着被众人
所遗忘的这一

比欧洲的一些城市都要安静。当然，三层
的高速公路确实存在，而离它 100 米远的
地方一栋栋小屋鳞次栉比，在那里生活感
觉就像是住在一个村落中。而且也不会听
到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的噪声，周边
的环境非常安静。而这正是东京这座城市
所具有的双面性。

人性化的东京

　　我经常会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前往中
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人难以

想象，但是那里的每座城市的规划方案似
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相比之下，
东京所保有的那一份杂乱反而使它更具人
性化、多样性和深度。不同于经济成长迅
猛、项目方案一个紧接一个的中国，东京
的晨报上登的不是“今后 50 年人口将出
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就是“有多少无人居
住的公寓”之类的。但是，这种消息是错
误的。日本的矛盾表现在于，虽然呈现经
济疲软状态，但是有些“点”也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如能找到这些点的所在，将会
产生莫大的商机。此外，日本是一个流动
性很大的市场，筹措资金的成本也非常低，
甚至能够以 1% 的利率来筹措资金，再将
其投资到有 5% 收益的住宅中。即使放眼
全球，能够获得 4% 的收益的国家也是非
常少见的。
　　目前，东京的人口密度还在不断提升。
也就是说，日本的人口减少影响到的其实
是农村，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依旧
在持续。东京的“户数”也在不断增加，
因为独身人群的数字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也正因为如此，小户型公寓住宅的需求不
断上升。我们进入东京、大阪、福冈、名
古屋的一室户公寓事业的理由也正是出于
这个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在中等规模办
公楼方面也投注了较大的精力。中等规模
办公楼一般为每层 300~500 ｍ２，总共
5~7 层的大楼。而这些大楼之中，有很多
都没有满足最新的抗震标准，租借这些大
楼的企业（东京企业中的 80% 都是员工
人数在 20 人左右的中小企业）都在去年
的地震后作出了搬离的决定。他们希望搬
到符合最新抗震标准、拥有非常优良的能

源系统的大楼中去。为了吸引这部分客户，
我们投资了一些虽然外表有点老旧但品质
优良的建筑，并对它们进行翻新以迎合当
下的口味。我目前将目标锁定在可持续性
开发和新型能源系统。而且政府也准备在
这方面投入大量的补助金。目前，我们正
与租户企业联手，加快设备更新以降低租
户企业的电费等费用。新能源系统是一个
新兴的领域，日本肯定会大力推动其发展。
根据我的观察，日本人一旦做出了某项决
定，就会不断地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虽然我们是外资企业，但并不存在什
么特别的问题。我们进入日本已经 15 年
了，我们的实力也得到了认可，现在也已
经融入到日本这个社会中了。虽说如此，
但今后肯定还是会遇到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事情。比如说，我们绝不可能买到丸之内
的房地产。因为这方面的操作是日本企业
所专享的。当然，这种现象在亚洲及欧洲
各地都可以见到。如果要说日本的特殊性，
那就是有这样一群人，无论怎样的情况他
们都不会出售自己手中的房产。而在中国，
很多人都会从“商业性”角度的考虑，如
果可以从中获利，那么就有可能会出售。
他们对于归属感和拥有感的执着没有日本
这么强烈。综上所述，我们在展开自己的
商业蓝图时，必须谨慎选择我们能够有所
作为的领域。

语言是最麻烦的一道壁垒

　　作为外国人社长，对于我来说最麻烦
的语言障碍。因此，与客户之间的交往等
等都是交给日本员工处理的。当我的员工

个人档案除了 GE Capital Real Estate 亚
太 区 的 CEO 之 外，Francois Trausch 同
时 还 兼 任 GE Capital Real Estate 日 本
公司的社长，来日本上任已经 2 年。之
前几年，他曾在德国和美国的房地产业
界有不俗的表现，还在法国担任过 GE 
Capital Real Estate 西欧区的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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