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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龙

2018 年，长沙房地产市场再度面临冰
火两重天。

上半年，长沙楼市供需态势紧张，全民
进场，遍地刚需，“房俏难买”是常态。

下半年的情形则急转直下， 一道政策
的“分水岭”，将 2018 的楼市分隔成冷热
两部分。

6 月 4 日起， 长沙市开展七部门房地
产市场联合执法行动；6 月 25 日， 正式打
响“反炒房”攻坚战，全面升级楼市政策调
控……

“买涨杀跌”的盲从心理难除
此前出台的“3·18”“5·20”“9·23”等

一系列楼市调控政策， 成功遏制了长沙房
价过快上涨， 却也增进了人们对未来市场
“看涨”的预期。

2018 年上半年， 长沙市先后发布了
“全装修新政”“刚需优先”等政策。 一段时
间内，众多持有“房票”的市民纷纷加快了
节奏，“提前” 入市。 其中，2018 年 6 月 5
日， 中国电建地产的湘熙水郡四期观澜海
赋家园（洺悦城）公布认筹名单，共 317 套
房源， 认筹人数达 1468 组。 出生于 2006

年的 12 岁购房申请人和出生于 1933 年
的 85 岁购房申请人，位于 1.5 倍刚需优先
的名单之列。 这一现象成为 2018 年长沙
楼市热潮中的一道缩影， 并引发广泛的争
议和讨论。

而随着调控深入，市场逐渐冷静、可选
房源增多后，部分匆忙“上车”的购房者，尤
其是购买了精装修楼盘的购房者又纷纷开
始上演“房闹”，2018 年，整个市场购房者
“买涨杀跌”的盲从心理难以消除。

“反炒房”攻坚战正式打响
6 月 19 日起，《湖南日报》连续在头版

重要位置刊发晨风评论文章， 在重要时间
节点权威发声， 五论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随后，6 月 25 日， 长沙市率先打响了
“反炒房”的攻坚战，全面升级楼市政策调
控，从项目监管、土地出让、购房资格、户籍
管理、打击炒房等方面出击，全力保障刚性
购房需求，遏制投机炒房行为，多项调控措
施堪称“史上最严”。

期间， 长沙市政府各部门持续加大对
房地产市场联合执法的巡查力度， 严厉打
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以确保长沙
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6 月 26 日，长沙市开福区的某项目在
认筹活动中， 公开收取高达 10 万元的认
筹金，作为参与项目开盘的必备条件之一。
该项目展示的认筹流程也显示， 需要客户
在财务区交纳 10 万元认筹金。 在长沙市
住建执法局介入后， 该楼盘已发布退筹公
告， 对新政实施前后收取的认筹金分别进
行处理。

11 月 30 日， 开福区政府联合相关部
门， 对区内某项目的违法施工和违规预售
的问题进行了查处整治。

长沙市公积金中心对今年以来利用虚
假材料提取公积金的 35 名人员纳入“黑名
单”管理，实施联合惩戒，妥善处理了开发
商拒绝公积金贷款的投诉 400 多起……

在七部门房地产市场联合执法行动的
半年时间里， 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联合执
法检查出动执法人员 1318 人次， 检查房
地产开发销售项目 391 家次。 对内五区取
得预售许可证的楼盘送达开盘执法服务告
知书 144 批次。 暂停了 6 个开发企业在长
沙参与土地招拍挂； 对 6 个项目和 2 个销
售代理服务公司纳入重点监管。

在房产中介领域， 联合执法检查共出
动执法人员 2169 人次， 检查房地产中介
机构及门店 1259 家次， 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 229 份、工作联系函 18 份，现场责令
341 家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中介门店关
门停业整顿， 向中介公司发送责令关门停
业整顿的函 160 份，并在各媒体“曝光台”
集中曝光了 366 家中介机构及门店违规行
为。目前，一批中介机构所有未备案的门店
已责令关停。

多措并举构建长效机制
7 月初，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土地市场调控的工作方案》，表
示将大力整顿“捂地惜建、囤地不建”行为，
严格依法处置土地闲置和项目延期开工；
同时全力保障安居型商品住房用地， 在新
挂牌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中， 将安居型商
品住房供地比例提高至 60%以上。 供给层
面的保障， 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中的焦
虑，诸如中交中央公园等楼盘，也都纷纷加
快了推盘的节奏。

同时，“住房不炒”日益深入人心，成为
人们的共识。 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发出明确要求：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和过去
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不同，新的表述剔
除了弹性操作空间，不再为涨价留有余地，
更充分说明了政府打击炒房行为， 稳定房
市的决心。

众房企助力建设品质长沙
张云龙

山水洲城，别样长沙。
长沙，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续 11

年当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作为湖南的省会，长沙 2017年 GDP�正

式跻身“万亿俱乐部”，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
中心城市，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京广高铁、沪昆高铁、长益常高铁在此
交汇，黄花机场吞吐量 2017 年居中部机场
第二。长沙，已然成为中国重要的高铁、航空
枢纽。

便捷的交通网络，高速的城市发展。 长
沙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区域城市群中价
值凸显， 这也聚集了一大批的城市规划者、
建设者、运营者和服务者投身其中，共谱长
沙城建史的光辉一页。

目前，全国百强房企中已有保利、龙湖、绿
城、卓越、金茂、佳兆业、金地、北大资源、阳光
城、金科、融信、新力、美的、五矿、中粮集团等
40余家进驻长沙投资兴业； 红星·美凯龙、振
业城、中天集团、深天健、云南城投等一批名
企、国企慕名而来；中建信和、新华联、鑫远、建
工集团、金盘子控股、湘粮集团等本土品牌房
企更是深耕湖南，以良好的品质回报桑梓。

放眼全球、审视全国、立足全省。长沙正
以开放性、前瞻性的视角，朝着建设成具有
国际品质和湖湘文化标识的现代化大都市
的目标迈进。

品质开发 匠心筑造城市
长沙河西的梅溪湖国际新城，讲述着长

沙的一个传奇。
从过去的农家葡萄园，到如今的长沙新

中心、湘江新区核心。地铁 2 号线贯通，坐拥
3000 亩梅溪湖和万亩桃花岭公园， 汇集近
30 所中小学名校、 投资超百亿的商业综合
体和特色街区、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金茂作为梅溪湖国际新城的一级运
营商和开发商，在 8年的开发运营中，缔造了
一座新城。同时，也在梅溪湖陆续建成金茂梅
溪湖、金茂悦、梅溪湖国际研发中心、金茂府、
金茂广场等一系列标杆项目。

配套先行，选择入驻梅溪湖的地产巨擘
也纷至沓来。 佳兆业、中建信和、步步高、卓
越、振业城等 40 多家实力开发商品牌强势
入驻，在梅溪湖形成集结之势，加速凝聚新

城的生命力。
而在高铁会展新城， 长沙环球世纪·未

来城项目正以中部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长
沙国际会议中心为核心， 以 280 米的超高
层为地标，建成集超五星 / 五星级酒店及精
品酒店群、地铁无缝对接的 shopping� mall、
重点小学、品牌幼儿园、创新商业街区、高端
商务公寓、高端生态住宅群为一体的约 228
万平方米滨水生态大都会。

注重细节 温暖城市人居
“以人为本，科学筑家”，2011 年，金地

集团携其最高端的“世家”系列产品———金
地·三千府亮相， 长沙也就此成为金地集团
当年豪宅计划的重点城市之一。 深耕长沙 8
载，金地集团陆续打造了金地·格林公馆、金

地·香樟悦府、金地·铂悦等标杆性产品。
坚持对本土文化肌理与自然环境的尊重，

以住宅产品为载体，提出“人本”的核心价值主
张，关怀人性、关怀生活本源，将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居住体验和享受上，“金地始终致力于为
湖湘家庭打造宜人适居的建筑产品。 ”

新常态下，房企大都在寻求转型，但变化
的是战略方向，不变的是对产品的认真态度。

2015 年以来， 中建信和将品牌建设提
升到战略高度，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品牌发布
会。从“中建信和”LOGO 的发布，到“拓展幸
福空间”使命的提出，再到“四优理念”的提
炼，逐渐构建起中建信和的品牌观。

怀揣着以焕新城市面貌、 提升城市能级
的城市使命，2017年， 中建信和成功转型城
市运营服务商，并创建了“地产开发 -物业服

务 -绿色生态 -商业运营 -新型城镇化”五
大业务板块， 打造全产业链闭环的城市更新
大生态，创造更多美好场景，激发城市发展活
力，以此实现品质提升和价值创造。

以诚筑城 焕新城市理想
升级产品类型与品质，为美好生活多

维助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产品投入市
场前，格外注重对美好生活场景打造。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 龙湖集团长沙
公司深耕湖湘六年，开启多业态战略，业务
涵盖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长租公寓、智慧服
务四大主航道， 在创造一个个城市经典建
筑、高品质社区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城市发
展的重要力量。 从谷山、滨江核心、浏河之
心、到省府湘江畔，洋湖之心，再到常德北部

新城，龙湖将最优质的产品呈现，只为带来
更美好的生活。

卓越集团入湘 14 载， 深耕长沙，以
“卓越匠心”为城市带来一座座地产臻品，
一城八盘， 收获业内广泛的认可与赞誉。
卓越集团始终贯彻“价值·美学·创新” 这
三大品牌主张， 先后打造了卓越蔚蓝海
岸、卓越蔚蓝城邦、卓越浅水湾等知名宜
居大盘。

2018 年， 卓越集团长沙公司先后于各
片区核心板块，开辟了“岳麓山上墅———卓
越千山里”“湖南金融中心生活坐标———卓
越中寰”“书院路城心品质项目———卓越江
岸”“青竹湖生态新城高尚住宅区———卓越
青竹湖”，连同持续热销的卓越浅水湾，五盘
齐发，耀眼星城。

接下来，卓越集团长沙公司将继续结合
城市发展，紧跟企业规划，以长沙为核心逐
步辐射湖南片区，直冲百亿目标。

湖湘文化底蕴深厚，建筑与城市文化的
融合，将照亮美好人居的方向。

2018，长沙反炒房！

张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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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八盘， 收获业内广泛的认可与赞誉。
卓越集团始终贯彻“价值·美学·创新” 这
三大品牌主张， 先后打造了卓越蔚蓝海
岸、卓越蔚蓝城邦、卓越浅水湾等知名宜
居大盘。

2018 年， 卓越集团长沙公司先后于各
片区核心板块，开辟了“岳麓山上墅———卓
越千山里”“湖南金融中心生活坐标———卓
越中寰”“书院路城心品质项目———卓越江
岸”“青竹湖生态新城高尚住宅区———卓越
青竹湖”，连同持续热销的卓越浅水湾，五盘
齐发，耀眼星城。

接下来，卓越集团长沙公司将继续结合
城市发展，紧跟企业规划，以长沙为核心逐
步辐射湖南片区，直冲百亿目标。

湖湘文化底蕴深厚，建筑与城市文化的
融合，将照亮美好人居的方向。

张云龙

山水洲城，别样长沙。
长沙，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续 11

年当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作为湖南的省会，长沙 2017年 GDP�正

式跻身“万亿俱乐部”，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
中心城市，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京广高铁、沪昆高铁、长益常高铁在此
交汇，黄花机场吞吐量 2017 年居中部机场
第二。长沙，已然成为中国重要的高铁、航空
枢纽。

便捷的交通网络，高速的城市发展。 长
沙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区域城市群中价
值凸显， 这也聚集了一大批的城市规划者、
建设者、运营者和服务者投身其中，共谱长
沙城建史的光辉一页。

目前，全国百强房企中已有保利、龙湖、绿
城、卓越、金茂、佳兆业、金地、北大资源、阳光
城、金科、融信、新力、美的、五矿、中粮集团等
40余家进驻长沙投资兴业； 红星·美凯龙、振
业城、中天集团、深天健、云南城投等一批名
企、国企慕名而来；中建信和、新华联、鑫远、建
工集团、金盘子控股、湘粮集团等本土品牌房
企更是深耕湖南，以良好的品质回报桑梓。

放眼全球、审视全国、立足全省。长沙正
以开放性、前瞻性的视角，朝着建设成具有
国际品质和湖湘文化标识的现代化大都市
的目标迈进。

品质开发 匠心筑造城市
长沙河西的梅溪湖国际新城，讲述着长

沙的一个传奇。
从过去的农家葡萄园，到如今的长沙新

中心、湘江新区核心。地铁 2 号线贯通，坐拥
3000 亩梅溪湖和万亩桃花岭公园， 汇集近
30 所中小学名校、 投资超百亿的商业综合
体和特色街区、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金茂作为梅溪湖国际新城的一级运
营商和开发商，在 8年的开发运营中，缔造了
一座新城。同时，也在梅溪湖陆续建成金茂梅
溪湖、金茂悦、梅溪湖国际研发中心、金茂府、
金茂广场等一系列标杆项目。

配套先行，选择入驻梅溪湖的地产巨擘
也纷至沓来。 佳兆业、中建信和、步步高、卓
越、振业城等 40 多家实力开发商品牌强势
入驻，在梅溪湖形成集结之势，加速凝聚新

城的生命力。
而在高铁会展新城， 长沙环球世纪·未

来城项目正以中部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长
沙国际会议中心为核心， 以 280 米的超高
层为地标，建成集超五星 / 五星级酒店及精
品酒店群、地铁无缝对接的 shopping� mall、
重点小学、品牌幼儿园、创新商业街区、高端
商务公寓、高端生态住宅群为一体的约 228
万平方米滨水生态大都会。

注重细节 温暖城市人居
“以人为本，科学筑家”，2011 年，金地

集团携其最高端的“世家”系列产品———金
地·三千府亮相， 长沙也就此成为金地集团
当年豪宅计划的重点城市之一。 深耕长沙 8
载，金地集团陆续打造了金地·格林公馆、金

地·香樟悦府、金地·铂悦等标杆性产品。
坚持对本土文化肌理与自然环境的尊重，

以住宅产品为载体，提出“人本”的核心价值主
张，关怀人性、关怀生活本源，将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居住体验和享受上，“金地始终致力于为
湖湘家庭打造宜人适居的建筑产品。 ”

新常态下，房企大都在寻求转型，但变化
的是战略方向，不变的是对产品的认真态度。

2015 年以来， 中建信和将品牌建设提
升到战略高度，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品牌发布
会。从“中建信和”LOGO 的发布，到“拓展幸
福空间”使命的提出，再到“四优理念”的提
炼，逐渐构建起中建信和的品牌观。

怀揣着以焕新城市面貌、 提升城市能级
的城市使命，2017年， 中建信和成功转型城
市运营服务商，并创建了“地产开发 -物业服

务 -绿色生态 -商业运营 -新型城镇化”五
大业务板块， 打造全产业链闭环的城市更新
大生态，创造更多美好场景，激发城市发展活
力，以此实现品质提升和价值创造。

以诚筑城 焕新城市理想
升级产品类型与品质，为美好生活多

维助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产品投入市
场前，格外注重对美好生活场景打造。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 龙湖集团长沙
公司深耕湖湘六年，开启多业态战略，业务
涵盖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长租公寓、智慧服
务四大主航道， 在创造一个个城市经典建
筑、高品质社区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城市发
展的重要力量。 从谷山、滨江核心、浏河之
心、到省府湘江畔，洋湖之心，再到常德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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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科学筑家”，2011 年，金地

集团携其最高端的“世家”系列产品———金
地·三千府亮相， 长沙也就此成为金地集团
当年豪宅计划的重点城市之一。 深耕长沙 8
载，金地集团陆续打造了金地·格林公馆、金

地·香樟悦府、金地·铂悦等标杆性产品。
坚持对本土文化肌理与自然环境的尊重，

以住宅产品为载体，提出“人本”的核心价值主
张，关怀人性、关怀生活本源，将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居住体验和享受上，“金地始终致力于为
湖湘家庭打造宜人适居的建筑产品。 ”

新常态下，房企大都在寻求转型，但变化
的是战略方向，不变的是对产品的认真态度。

2015 年以来， 中建信和将品牌建设提
升到战略高度，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品牌发布
会。从“中建信和”LOGO 的发布，到“拓展幸
福空间”使命的提出，再到“四优理念”的提
炼，逐渐构建起中建信和的品牌观。

怀揣着以焕新城市面貌、 提升城市能级
的城市使命，2017年， 中建信和成功转型城
市运营服务商，并创建了“地产开发 -物业服

务 -绿色生态 -商业运营 -新型城镇化”五
大业务板块， 打造全产业链闭环的城市更新
大生态，创造更多美好场景，激发城市发展活
力，以此实现品质提升和价值创造。

以诚筑城 焕新城市理想
升级产品类型与品质，为美好生活多

维助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产品投入市
场前，格外注重对美好生活场景打造。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 龙湖集团长沙
公司深耕湖湘六年，开启多业态战略，业务
涵盖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长租公寓、智慧服
务四大主航道， 在创造一个个城市经典建
筑、高品质社区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城市发
展的重要力量。 从谷山、滨江核心、浏河之
心、到省府湘江畔，洋湖之心，再到常德北部

新城，龙湖将最优质的产品呈现，只为带来
更美好的生活。

卓越集团入湘 14 载， 深耕长沙，以
“卓越匠心”为城市带来一座座地产臻品，
一城八盘， 收获业内广泛的认可与赞誉。
卓越集团始终贯彻“价值·美学·创新” 这
三大品牌主张， 先后打造了卓越蔚蓝海
岸、卓越蔚蓝城邦、卓越浅水湾等知名宜
居大盘。

2018 年， 卓越集团长沙公司先后于各
片区核心板块，开辟了“岳麓山上墅———卓
越千山里”“湖南金融中心生活坐标———卓
越中寰”“书院路城心品质项目———卓越江
岸”“青竹湖生态新城高尚住宅区———卓越
青竹湖”，连同持续热销的卓越浅水湾，五盘
齐发，耀眼星城。

接下来，卓越集团长沙公司将继续结合
城市发展，紧跟企业规划，以长沙为核心逐
步辐射湖南片区，直冲百亿目标。

湖湘文化底蕴深厚，建筑与城市文化的
融合，将照亮美好人居的方向。

张云龙

山水洲城，别样长沙。
长沙，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续 11

年当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作为湖南的省会，长沙 2017年 GDP�正

式跻身“万亿俱乐部”，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
中心城市，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京广高铁、沪昆高铁、长益常高铁在此
交汇，黄花机场吞吐量 2017 年居中部机场
第二。长沙，已然成为中国重要的高铁、航空
枢纽。

便捷的交通网络，高速的城市发展。 长
沙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在区域城市群中价
值凸显， 这也聚集了一大批的城市规划者、
建设者、运营者和服务者投身其中，共谱长
沙城建史的光辉一页。

目前，全国百强房企中已有保利、龙湖、绿
城、卓越、金茂、佳兆业、金地、北大资源、阳光
城、金科、融信、新力、美的、五矿、中粮集团等
40余家进驻长沙投资兴业； 红星·美凯龙、振
业城、中天集团、深天健、云南城投等一批名
企、国企慕名而来；中建信和、新华联、鑫远、建
工集团、金盘子控股、湘粮集团等本土品牌房
企更是深耕湖南，以良好的品质回报桑梓。

放眼全球、审视全国、立足全省。长沙正
以开放性、前瞻性的视角，朝着建设成具有
国际品质和湖湘文化标识的现代化大都市
的目标迈进。

品质开发 匠心筑造城市
长沙河西的梅溪湖国际新城，讲述着长

沙的一个传奇。
从过去的农家葡萄园，到如今的长沙新

中心、湘江新区核心。地铁 2 号线贯通，坐拥
3000 亩梅溪湖和万亩桃花岭公园， 汇集近
30 所中小学名校、 投资超百亿的商业综合
体和特色街区、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中国金茂作为梅溪湖国际新城的一级运
营商和开发商，在 8年的开发运营中，缔造了
一座新城。同时，也在梅溪湖陆续建成金茂梅
溪湖、金茂悦、梅溪湖国际研发中心、金茂府、
金茂广场等一系列标杆项目。

配套先行，选择入驻梅溪湖的地产巨擘
也纷至沓来。 佳兆业、中建信和、步步高、卓
越、振业城等 40 多家实力开发商品牌强势
入驻，在梅溪湖形成集结之势，加速凝聚新

城的生命力。
而在高铁会展新城， 长沙环球世纪·未

来城项目正以中部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长
沙国际会议中心为核心， 以 280 米的超高
层为地标，建成集超五星 / 五星级酒店及精
品酒店群、地铁无缝对接的 shopping� mall、
重点小学、品牌幼儿园、创新商业街区、高端
商务公寓、高端生态住宅群为一体的约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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