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9

年，对于中国房地产业来

说，比之前的任何一年都更为特殊。

在经历了

2008

年的持币观望与等

待之后，

2009

年在政府扩内需的政

策引导与刺激下， 房地产业迎来了

‘一缕阳光’，刚性需求大规模释放，

楼市又在演绎新一轮的狂飙与爆发

性增长。 ”长沙才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魏庆美认为。

对于长沙楼市而言， 从第一季

度开始就出现供求密切的格局，每

月平均近

200

万平方米的市场销量

让开发商激动。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

止到

11

月份， 长沙楼市的市场销量

已达

1200

万平方米， 而往年长沙楼

市的销量一直维持在

600

—

800

万平

方米之间，从这一点来看，

2009

年长

沙楼市的需求量已经达到了历史峰

值。在魏庆美看来，长沙楼市

2009

年

的发展有点超越规律的 “过头了”，

魏庆美把“过头”的原因归纳为首先

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刚性需求进

一步增长； 其次是长沙市在

2009

年

加大了棚户区改造， 一大批拆迁户

消耗了长沙楼市的市场供应量 ；第

三，经历

2008

年的销售恐慌，部分开

发商低价抛售，刺激了楼市。 但魏庆

美进一步指出， 房地产业的趋势仍

将是持续向前发展的， 对于长沙楼

市而言， 稳步上扬是长沙楼市的准

基调，不应该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况且目前的长沙楼市仍处于价值洼

地， 还有发展潜力， 作为外来开发

商，看好长沙楼市也是正常的。

展望

2010

年，魏庆美认为，

2010

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将进一步上扬 。

土地价格上涨、通胀存在、社会需求

将进一步加大， 基于上述观点，

2010

年的房地产市场将更为 “激进”，但

2010

年的市场供应总量将有所下

降，价格将会持续上涨。

对于当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

魏庆美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他

看来， 房地产业应该进一步走向市

场， 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作

为政府， 更多的则是加强宏观调控，

引导楼市健康向前发展，而没必要出

台过多的具体政策来刺激楼市。

基于对市场的研判，

2009

年，才

子地产公司对旗下项目才子佳苑进

行了清盘，准备年底启动才子佳苑二

期，加快开发三期用地。

2010

年，长

沙才子地产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开发

和打造好产品，为业主提供安全舒适

的产品和服务。

(

肖姣方

)

健康发展才是楼市的本质

———访长沙才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庆美

在寸土寸金的长沙市中心 ，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花园的浪漫， 体验

运动休闲， 用天文望远镜观星空万

象……不要以为这是别墅才有的奢

华生活， 这其实是矗立于五一路老

省府――韭菜园片区的金烨融府首

创的未来“空中社区”情景。

“金烨融府首创‘楼宇式空中社

区’ 理念， 在产品结构上开全国先

例， 是一种空间集约型、 环境美化

型、功能完善型的产品。 ”湖南金烨

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鸿跃这

样定位金烨融府。 据他介绍，常见的

楼宇配置的休闲空间有平层花园 、

私家花园、入户花园等，而金烨融府

打造的是集运动、休闲、花园于一体

的空中社区，每隔

4

层楼就设计一个

层高达

6

米的功能分区平台，按照人

的

5

个不同的年龄阶段， 设置

10

个

不同主题的南北通透的空中花园运

动休闲平台，包括儿童平台、青年运

动平台、老年运动平台，以及包含天

文望远镜、摇椅、背景音乐等因素的

浪漫平台。 这些功能区配置了

6

个

乒乓球练习区、

3

个羽毛球场练习区

等， 一栋楼就融合了社区的所有功

能，均衡分布在不同楼层，让所有业

主都能在这栋楼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风景，让所有业主足不出户，就能享

受生活功能的完善性。 刘鸿跃介绍：

“因为这样的楼宇结构，我们减少了

将近

4000

平方米的可销售面积。 ”

刘鸿跃认为，建筑的经典在于品

质的融合， 而不是单独的一两个指

标的经典。 金烨融府采用五星级设

施配套， 斥资数十万元打造的两条

铜质大厅门和数百万元给每个业主

安装的世界顶级德国霍曼入户门 ，

就足显尊贵与奢华， 中空断桥镀膜

玻璃窗的防辐射、隔热、隔音效果都

超过普通玻璃的

60%

以上，三层高端

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 让每位业主

的生活与休闲得到倍加呵护。 “品质

加细节能完全改变生活。 ”刘鸿跃介

绍， 大楼内

6

台世界一流品牌———

OTIS

豪华高配置、高速电梯全通地

下二层车库，便利触手可及，不让业

主多承受一秒钟地下空间的压抑。

“先舍后得，舍得

4000

平方米可

销售面积，舍得昂贵的建筑材料，然

后得到市场的认同， 得到追求高品

质生活群体的认同。 ”金烨融府自规

划以来就被灌注了这样的理念，在长

沙房地产市场激荡的

2009

年， 刘鸿

跃带领着金烨置业全神贯注于金烨

融府

300

套居室 、

10

个主题功能区

的打造。

2010

年马上来临，作为金烨

置业在长沙的第一个项目———金烨

融府已充分赢得了市场追求高品质

生活客户的认可，刘鸿跃相信：“

2010

年将会是创新的一年， 因为我们将

延续品牌、品质形象，只做加法，绝不

做减法。 ”

（王娟 陈艳婷）

打造长沙第一“空中社区”

———访湖南金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鸿跃

12

月

13

日， 晴了几天的长沙

又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 冷风料峭

中， 位于大河西先导区的保利·麓

谷林语别墅组团盛大开盘，与寒冷

的天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位经

营花店的张先生表示，自己生意不

错，正考虑换套房子 ，让老婆孩子

住的舒服一点， 他说：“今年保利·

麓谷林语卖的很好，我有个朋友就

在这里买了一套复式房。 听销售员

小杨说有别墅， 我就过来看看，我

已经打算定一套。 ”

据统计，当天上午 ，短短一个

小时时间， 共有

51

位客户成功签

约。 而一个小时卖出

51

套别墅，也

堪称本年别墅市场最快销售速度。

林语墅的热销，从另一个角度

反映了

2009

年长沙别墅市场的特

点，那就是火爆、火热。 据世联地产

市场分析师汤发国称，长沙

2009

年

下半年新推的联排项目销售速度

达到

30～50

套

/

月， 为同期历史新

高。 在房地产市场已现调整势头的

现实背景下，缘何别墅产品频频创

造上佳销售业绩？ “在国家政策的

限制下，一些具有稀缺性的顶级产

品，成为购房者规避资产贬值的重

要途径。 ”在

2009

年

10

月

25

日，保

利·阆峰云墅举办的金融风险与资

产保值高峰论坛上，一位与会的业

内人士如此说。

长沙人居建设已进入成熟阶

段，但房价仍在潜水

据长沙市房产局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

2009

年前三季度， 长沙市

房地产施工面积和竣工面积居中

部六省省会城市首位，

GDP

增幅和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居第二位，仅次

于武汉。 但长沙市商品住宅价格在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继续垫底，比排

名第一的武汉市少了

1200

元

/

平方

米。 巨大的价格洼地成为引爆

2009

年长沙楼市的重要导火索。 “到长

沙投资去”成为众多投资客的关键

词。 众所周知，就在前不久，湖南保

利公司以

12.44

亿元拿下了南湖地

王，其进军房地产市场的决心清晰

可见。

资源型别墅将成溢价首选

长沙世联地产副总经理张乐

明认为：一栋别墅的价值 ，并非反

映在购买价格，而在“换手”价格 。

当别墅区入住后， 意味着富人边界

的形成。 简而言之，那时侯，一栋别

墅，就是一张阶层入场券，届时，付

出的将是目前的倍数。 这一事实，

无论在北京、上海、

深圳，或是福州、珠

海，被无数次印证。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

“换手”时价值最大

化呢？

在他 看来 ，别

墅的价值关键就在

于对稀缺资源的整

合。 “由于国家政策

的限制， 别墅本身

就是稀缺的 ， 但这

种稀缺是相对的 ，

真正的稀缺不仅仅

是土地资源上的 ，

还包括景观资源 、

设计资源 、 品牌实

力等多种稀缺资源

的整合。 ”

保利·麓谷 林

语的别墅项目在自

然资源的打造方面

可以说做到了别墅

的极致。 据了解，本

项目所持有的麓谷

体 育 公 园 面 积 达

330

亩，而且山体公

园全部位于项目之

内， 对别墅客户来

说，住在这里，就可

以享受到原汁原味

的公园别墅生活 。

这其中还包含了专

为别墅建设的

100

余亩高尔夫主题

公园。 湖南保利公司董事长安强曾

非常自信的表示 ：

100

亩高尔夫公

园在河西是绝无仅有的

,

而

330

亩

建在项目内的体育公园放眼长沙

都不会找到第二家

,

即使在全国范

围内也是数一数二。

据了解，保利·林语墅所在的小

区占地

1185

亩， 产品形态多种多

样。 但是通过自然山体、道路、水系

和高大植被的精心设计， 完全与普

宅小区分隔开来；同时，林语墅还共

享了大盘的所有配套： 包括

9

年制

名校、

5

星级酒店、 大型商业街等

等。 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别墅客户的

最高要求。

在长株潭融城的大背景下，资

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两型宜居模式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长沙市民认可。

融合了稀缺资

源 和 城 市 配

套 、 自身私密

和整体便利多

重特点的宜居

型 、 资源型别

墅项目 ， 将受

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 、 并获得

与其自身品质

相符的溢价空

间。

（朱丽萍）

保利·林语墅效果图

“洼地效应”带来长沙房产升温契机

———访世纪金源（湖南）集团营销副总经理 薛丽

“

2009

年 ， 湘江世纪城售出

13000

多套房子，实际上就是得到了

13000

多组消费者的认同。 ”世纪金

源（湖南）集团营销副总经理薛丽认

为这是湘江世纪城在

2009

年取得

的最大成就。 面对即将到来的

2010

年， 湘江世纪城认识到了城市发展

带来的新契机， 将继续以高性价比

产品满足广大消费者的置业需求。

早在两年前， 湘江世纪城以占

地约

100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的大盘形象赢得了业

内同行、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的瞩

目。

2009

年，项目总销售

13000

多套

的耀眼成绩， 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

湖南第一大盘。 今天走进湘江世纪

城偌大的售楼中心， 依然是人来人

往，沙盘上的很多模型都竖立着“售

罄”的标志。 “消费者买房都注重产

品的性价比， 而性价比是品牌和口

碑的相互结合。 ”薛丽介绍，世纪金

源集团在北京、 昆明等地成功实施

造城模式， 赢得了全国消费者的认

同，根据

CRIC

最新公布的“

2009

年

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面积

20

强”

中，世纪金源集团仅次于万科，名列

全国第二名。 世纪金源将这样的模

式再一次复制， 并将长沙湘江江畔

的独特自然资源充分、合理利用，造

就了一座新城：在这里，除了没有工

业外， 所有其他城市配套和设施齐

全，包括一流学校、商业街 、大型购

物中心、 超五星级标准酒店等设施

的新城市体系横空出世。 “品牌是保

障，品质是根本。 ”薛丽认为项目的

核心品质在于其所拥有的

6

公里湘

江风景，她介绍说，这是在全国其他

城市找不到的优势， 但是这种资源

是可以让更多人享受的， 湘江世纪

城定位为中高端产品， 就是为了能

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需求， 能让不

同阶层都能享受同样的高品质生活。

“湘江世纪城可以说是长沙楼市

中高端产品的一个缩小版，引领着长

沙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变化。 ”薛丽认

为从湘江世纪城的年度走势就可以

看出

2009

年长沙楼市的销售量和均

价变化趋势，可以用“恢复性增长”来

形容，一直都有很大的刚性需求在支

撑市场。从年初的小阳春到

5

、

6

月份

的刚性需求释放，再到下半年的外地

购房者涌入，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在

2010

年到来之前， 国家相关

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陆续出台， 也许

让不少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还把握不准。 可是薛丽却看好明年

的长沙房地产市场，“长沙作为性价

比最高的二线城市， 明年的房价将

稳步发展 ， 因为住房需求永远存

在。 ”她还表示，武广线拉通，长沙是

沿线的价格洼地， 将吸引不少回乡

购房者或来自武广沿线的外地购房

者涌入置业， 目前湘江世纪城所拥

有的客户中，就有

50%

是来自市外、

省外的消费者。 “人流量是城市发展

的基础，高铁、地铁、轻轨、过江隧道

等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将

给房地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

机。 ”

（王娟 周阅）

12

月

9

日，由恒大地产集团倾力打

造的两大国际化高尚精品楼盘———恒大

城和恒大绿洲正式公开认筹。 作为恒大

地产继河西恒大华府、 恒大名都之后转

战河东的升级扛鼎之作， 两个项目在长

沙楼市迅速掀起一股热潮， 引起市场高

度关注，短时间内销售现场捷报频传！截

至发稿日， 两个项目认筹量共计已超过

3500

个

,

目前仍在持续升温中。

恒大城———坐享城市绿肺生

态，打造南城首席生态豪宅

长沙·恒大城背靠

240

亩牛头山森

林公园， 隔街望

2000

多亩省森林植物

园，位处于雨花区万家丽路与时代阳光

大道交汇处，集合“生态经济圈、融城桥

头堡、两型试验之心、地铁四号线旁”等

四大城市利好于一体，定将成为南城历

史机遇中最闪耀的明星。

50

万平方米

央区生态宜居城，一期

24

栋

18

层全景

高层， 欧陆新古典主义建筑，

15

万平方

米世界级皇家园林，意大利水景主题园

林，匹配国际级航母配套，

77-155

平方

米精装尊邸，全球顶尖物业顾问戴德梁

行联合金碧物业，赋予业主无上的尊崇

与荣耀，铸就南城中央，森林公馆———

长沙绝版的居家胜境。

恒大绿洲———扼守武广之心 ，

抢占武广国际新城发展先机

12

月

26

日武广客运专线通行，地

铁

2

、

3

号线在此交汇，黄花国际机场近

在咫尺，城际轻轨即将拉近长株潭的空

间，再加上京珠高速，一个全方位立体

化的交通网已经初步成型，“

12345

”小

时经济圈更是拉近长沙与世界的距离。

武广新城，势必将成为未来长沙最重要

的一个新商圈。

恒大绿洲，

61

万平方米都市湖景

大盘，毗邻武广新长沙站，位于长沙市

武广新城劳动东路与京珠高速交汇

处 ，是规划中的地铁

2

号、

3

号线必经

站口，距东塘与万家丽两大商圈仅

10

分钟车程。 武广新城被喻为 “长沙版

浦东 ”，商务 、商业 、家居 、政务 、交通

等完善配套，以及武广客运站的开通，

形成未来的、国际的大长沙 ，促进“泛

珠三角”大融合和 “武广沿线都市圈”

的形成， 随着地铁带来的人流也启动

了此片区的商业风潮，武广之心，都市

湖景名门———恒大绿洲尊处于此 ，名

门风华尽收于怀， 未来发展御演惊羡

传奇。

元旦双盘同开 再续业内传奇

据悉，恒大绿洲、恒大城两个项目

将于

2010

年元旦同时开盘。 从项目火

爆认筹的情况来看，两个项目的开盘必

将引起全城瞩目。恒大地产集团长沙置

业有限公司魏朝阳董事长表示：在一个

城市一天内双盘同开，这不但在恒大地

产集团系统内没有先例，在整个中国房

地产界也没有先例； 但是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做好恒大绿洲、恒大城两个项目

元旦同时开盘的工作，这既是对我们这

个团队的挑战，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骄

傲和荣耀。

从两个销售现场了解到，目前的认

筹客户主要是来自长沙市区及周边县

市的政府、学校、医院等企事业单位的

骨干及精英，同时，项目周边的原住民

以及高桥、红星商圈的生意人也是主力

客户群。 他们纷纷表示，恒大城和恒大

绿洲凭借雄厚的品牌实力、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世界级的皇家园林、国际级

的航母配套、

9A

精装的品质等优势说

话。园林非常大气，环境非常优美，让他

们非常满意。

来自同升湖国际实验学校的刘老

师看中了恒大城

90

多平方米的两房，

她非常高兴地说：“房子的空间分布很

合理，观景阳台正对着中央湖景，到时

候坐在自己家就可以欣赏美丽的景色

了！ ”

而在高桥大市场做糖酒生意的陈

老板则看中了恒大绿洲一套

140

多平

方米的三房， 他以生意人的眼光审视：

“我是买的第二套房子，家里人多，要空

间大一点。 而且武广客运通车了，以后

地铁一拉通会更加方便。 做生意嘛，讲

究的就是流通畅达！ ”

（周红旗）

恒大发力河东 元旦双盘同开

———访香港东业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荐华

12

月

29

日

,

由宁远腾飞地产开发

建设的“腾飞名城”开工奠基仪式隆重

举行。 作为永州启动的首个五星级酒

店及

600

亩综合体居住区，“腾飞名城”

从项目立项开始，就受到市、县政府的

高度重视，肩负着“为宁远人居梦想造

城”的历史使命。

项目总建筑面积

58

万多平方米，

总投资近

6

亿元，被列为宁远县重点建

设项目，位于宁远泠江路，舜帝南路、解

放路汇集于此，交通极其便利，是集酒

店、高档居住、城市广场、高档旅游商业

于一体的综合型社区，整体规划理念先

进，产品功能布局合理，空间环境优美，

风格得体大方，以国际化的眼光和标杆

性的尺度铸造精品项目，必将为宁远生

态旅游和人居生活开创新的纪元。

项目的奠基，标志着宁远城市将进

入新一轮建设高潮， 一个以商业贸易、

对外交通和生活居住为主要功能的生

态型城市综合社区将呼之欲出。五星级

大酒店将成为宁远的标志性建筑，不仅

对宁远今后的招商引资、 产业对接，更

对整个宁远的旅游、商业活动起很大的

促进作用，还将对永州南六县起到极大

的辐射作用，必定推动宁远经济发展。

(

肖姣方

)

胜景壮千秋 名楼连万众

永州首个五星级酒店及

600

亩综合体居住区“腾飞名城”盛大奠基

从香江之畔到洞庭之滨， 香港

东业地产有限公司入湘五年来，励

精图治，不断创新，其打造的产品逐

步立足长沙房地产市场， 赢得广大

购房者欢迎，东业·苹果社区已开盘

两次，每次基本售罄。

谈及投资湖南，选址星沙，东业

地产总经理张荐华不禁感言：“星沙

投资环境很好， 长沙作为湖南省会

城市，处于‘价格洼地’上，给我们带

来了机会。 当地政府给予了很大的

支持和帮助， 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

际的困难。 ”

问及东业地产成功之源，“坚持

建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是东业地

产发展的动力和成功的根本。 ”张荐

华侃侃而谈

,

“‘买得起’ 就是指售价

不高、 适宜居住的房子，‘好房子’则

是指建筑优质、产品创新的房子。”他

还补充道，企业的成功还离不开专业

的管理团队，东业地产的管理团队来

自于北京，多年的运营和管理经验使

得他们很短时间便领悟了湖湘文化，

游刃有余星沙房地产市场。

香港东业地产怀揣一颗感恩的

心，秉承“取之于市（场），还之于民”

的社会责任感。 在星沙兴建了如东

业晨曦小学等多个学校。 对此，张荐

华只是用“这是我们该做的”简单的

七个字回复。

从“早安星城”到“苹果社区”，东

业地产不断给湖湘人民 “尝鲜 ”。

“年轻、时尚、健康是东业苹果社区

的主旋律，

2

万平方米的社区公园在

长沙楼盘中绝无仅有； 无线网络覆

盖整个小区， 业主随时享受网上冲

浪； 产品外立面不求繁琐， 但求简

约。 ”张荐华娓娓道来，“我们的户型

大多为中小户型，适宜三口之家；苹

果社区的业主大多为

70

、

80

后，与其

说我们在建房， 不如说是给年轻的

朋友打造精神堡垒。 除此之外，离长

沙仅

30

分钟的车程、 均价

2900

元

/

平方米的高性价比、

90

平方米得三

房的实用面积， 也成为长沙市民投

资、 置业东业·苹果社区的重要原

因。 ”

展望

2010

年的房地产市场，张

荐华说：“在经历了

2008

年的政策调

整年，

2009

年从‘救市’到‘牛市 ’飞

跃，我们对

2010

年充满信心，同时，

房地产市场充满变数， 开发企业要

保持谨慎，不要盲目乐观。 ”

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港东业地产

会不停地为老百姓兴建更好的房

子， 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

产品。 （唐嵘）

建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

“福满星城·置业长沙”迎春购房优惠系

列之“走进

100

个社区”活动元旦前夕正式启

动，广晟·江山帝景、钱隆樽品、名富公寓、建

鸿达·华都等楼盘的精美展板将在各大社区

（写字楼）集中展示，首批

10

万份购房消费券

同步在全省派发。

“都把消费券送到我们楼里来了，坐在家

里就可以了解楼盘信息，这可方便多了。 ”在

标志房产上班的李先生表示， 他本来就想在

年末买套房子，但一直苦于没时间去了解，他

希望活动能多推出些楼盘， 让他能掌握更多

的优惠信息。 广晟·江山帝景在本次活动中推

出凭消费券额外

98

折优惠， 德庆·水韵山城

则凭券享受

99

折优惠，参与楼盘在活动中推

出了重重优惠， 使得消费者纷纷向派发优惠

券的工作人员咨询更多的楼盘信息。

“福满星城·置业长沙”作为

2010

“福满星

城”购物消费节主题活动之一，将把购房优惠

活动持续到明年

2

月份，陆续制作

100

万份购

房消费券向全省免费派发，将进一步促进住房

消费，推动长沙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消

费券申领热线：

0731

—

84322789;

详情请登录

售楼部网：

www.chinaslb.cn

。 （王娟）

链接：参与楼盘

广晟·江山帝景、 钱隆樽品、 长沙·广州

服饰城、 鑫天·山城明珠、名富公寓、德庆·水

韵山城、建鸿达·华都、宜居·莱茵城、 极目楚

天、 中城·丽景香山、 嘉盛和园、 格兰小镇、

保利·麓谷林语

“福满星城·置业长沙”

消费券走俏

资

源

型

别

墅

将

成

溢

价

首

选

２００9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四

13

地产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