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产

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 罗伟 美编 王芳 校对 郑恩

38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成都全搜索www.chengdu.cn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特别策划

中国房地产市场各路“番王勤川”之势正

在上演。

3

年前，当保利地产坐上冠军宝座时，有业

内声音表示， 本土开发商边缘化了———很显

然，

2012

年蓝光地产的表现给本土开发商长

了脸。

2012

年，楼市冬天在温暖中画上句号。而

在这个还未收拢的句号中，我们“意外”地发现

了一批“王者”：他们是当地市场的老大，他们

都希望在成都大干一场，他们在成都的征程才

刚刚开始。

本次报道的“地方王”，厦门建发、云南俊

发、廊坊荣盛、天津泰达、汕头龙光，都已进入成

都。除了建发地产在成都三盘齐发（未含新拿地

块），其他四个“地头蛇”还只有一个项目。然而，

他们在各自所在的城市几乎是“舍我其谁”。

厦门，建发二字在当地随处可见；云南，昆

明楼市中几乎是“俊发动一根毫毛，市场就打

喷嚏”，市场占比

20%

，年销售破

100

亿；廊坊荣

盛，已经布局全国

20

座城市，拥有土地储备可

开发面积

2000

万平米 ； 天津泰达 ， 成立于

1985

年，是国际一级资质的房地产企业，在天

津周边年均开发房屋面积超过

150

万平米；汕

头龙光集团，拥有

16

年风雨历程，集团员工超

过

10000

人，在建项目

600

多万平米……

成都楼市其实已经不是本地开发商的主

战场。 如果上述这几家开发商都如愿发力的

话，那一定要在某个冬天上演地产版“王的盛

宴”，而眼前的现实并不都是美好的，盛宴之上

并不都是好菜。

“王的盛宴”并不都是好菜

荣盛地产

2013成都冲20亿

12月18日，“廊坊王” 荣盛房产拿下成都

东客站附近地块，完成其在成都第二个项目的

布局。去年10月，荣盛曾亮出成都首个作品“布

鲁明顿”。

荣盛在河北廊坊大本营的王者地位，一直

坚挺。但荣盛早已开始全国的布局。尤其是今

年以来，荣盛在全国各地狂扫地块。据财经媒

体的公开统计，截至10月26日，荣盛发展今年

已购置20个地块，拿地面积140.39万平米，规划

建筑面积超过350万平米， 总购地款约47.72亿

元，是2011年的2.9倍。12月18日，成都国土局出

让四宗地，荣盛再次出手，摘得1号宗地。

2011年10月，荣盛在成都的首秀———布鲁

明顿广场开盘。这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占据了

城南金融城的黄金地段，从开盘以来一直保持

了热销的势头。据荣盛成都公司的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今年布鲁明顿广场的销售额为7个亿。

“明年的目标任务是二十亿！” 荣盛的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

背景

� �

河北首家上市房企

荣盛地产成立于

1996

年，

2007

年

8

月

8

日，

荣盛发展成功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河北

省首家通过

IPO

上市的房地产企业。 其定位为

二、三线城市，目前公司项目遍及沈阳 、石家

庄、南京、成都、长沙、湛江等

20

多个城市。截至

2011

年底，荣盛发展总资产

281.7

亿元，净资产

70.8

亿元， 拥有土地储备可开发面积超过

1700

万平方米。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天津泰达

一代枭雄 成都慢热

2010年4月， 成都泰达新城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领导指着青城山快铁站旁边一群即

将封顶的建筑说：“泰达·上青城将以产业

链带动商业、居住、文化休闲，让青城山成为

成都的一个卫星城”，很多业内人士都非常

兴奋。尽管这只是一个500多亩的项目，但青

城山呼唤多年的配套终于有人大力运作了！

然而两年间， 泰达·上青城并没有实现

当初的设想，此外，天津泰达与中欧合作的

中欧国际金融中心、蓝精灵主题公园，也曾

令业界轰动，但如今都推进得比较缓慢。

在天津逛逛整座城市， 泰达或者与泰

达有关的产业满眼皆是。泰达集团旗下的企

业涉及金融、实业投资、房地产、公用事业、

区域开发、专营领域、现代服务业等七大产

业。曾经有人形象地说，泰达做的事情，相当

于把成都的新会展中心、万达广场、南湖、体

育中心、75万平方米高端住区、轻轨、五星级

酒店整合为一个项目。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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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只是产业之一

泰达绝不是一个开发商，因为房地产只

是拥有

300

余家企业的泰达集团七大产业的

一个小板块。截至

2008

年，天津泰达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总资产已逾

150

亿元。 成立二十

四年来，泰达建设集团已形成了天津、北京、

苏州等城市的战略布局， 拥有十几家控股、

参股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李姝

龙光地产

汕头称王 成都受困

对于汕头市的老百姓来说， 龙光地产的存

在就像城市老大哥。2011年，龙光地产第一次进

军西南地区，在成都开发龙光·天悦龙庭，然而

整整一年多过去了，知道龙光地产的人并不多。

业界内常常形容外地来蓉房企发展不好是 “水

土不服”。

2011年，龙光地产落子成都，没有任何大动

作，甚至没有什么宣传。对于其开盘，成都的业

界人士、媒体鲜有人参与，因此，当在做楼盘梳

理时， 大家都表示惊讶：“在南三环路内还有个

大平层在卖？”“龙光地产是哪来的？” 龙光·天

悦龙庭当时的营销总监透露， 龙光地产的老总

对楼盘品质要求很高， 认为只要货真价实就不

愁卖， 而对成都本地消费者的购房习惯缺乏更

深入的调研。

在成都透明房产网上公布的销售数据显

示， 龙光·天悦龙庭的销量很一般，10月19日取

得预售证的147套房源仅售出29套，11月16日取

得预售证的6号楼156套房源仅售出24套。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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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四大战略基地

龙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目

前建立了广东、广西、四川、海南四大战略基地，

已在汕头、广州、南宁、成都、三亚等

12

个城市发

展布局，开发项目超过

30

个，旗下拥有二十多家

下属公司。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厦门建发

成都5年力推4大项目

也许成都人对建发这个品牌有些陌生，但

在厦门，这个龙头企业的名字随处可见，建发纸

业、建发汽车、建发国际旅行社、建发酒业……

在福建人心中，建发的房子是品质的代名词。

今年刚好是建发进入成都的第五年。目前，

建发在成都打造了三个项目———浅水湾、 金沙

里和天府鹭洲。这3个项目今年的销售总额超过

十亿元，其中天府鹭洲和金沙里基本清盘，浅水

湾去化了约1/3。12月，建发股份还发布公告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公司以2.9亿

元竞得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部园区的一块居住

用地。

跟成都的其他开发商相比，建发显得低调务

实，他们“只选择成都最核心的地段，以钻石品

质打造产品”。 在今年底的城南高端大战中，建

发·浅水湾异军突起———从今年11月至今，建发·

浅水湾就销售了40多套独栋。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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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两大开发品牌

经过

32

年， 建发连续多年位居福建省企业

集团

100

强首位。 建发旗下拥有 “建发房产”和

“联发集团”两大知名房地产开发品牌，开发区

域从厦门延伸到中国十多个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云南俊发

俊发三年要进成都十强

在云南， 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一个地产品牌

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叫李俊，公司名字叫俊发，

开发的楼盘叫俊园。。2009年， 当俊发携10个楼

盘参加秋季房交会时， 刷新了云南省历届房交

会上由本土开发商所创造的最高参展纪录。

2011年6月10日，俊发地产成功拿下成都光

华新城一宗65亩建设用地。 该地块被命名为

“时光俊园”， 今年8月已开盘， 目前已销售

40%。“成都对于俊发来说非常重要， 市场地位

仅次于昆明，我们会加大投资力度，争取三年内

做到前十。” 俊发地产董事局主席赵彬说。“做

到前十，按照成都目前的规模，年销售额要50亿

元，推上市的货值至少要100亿元，土地储备要

200亿元以上。”

2012年，在云南耕耘了15年之后的“云南

王”启动全国战略，制定了“扎根云南，辐射西

南，布局全国”的战略。赵彬表示，俊发转型的

第一步是扩大项目地域范围， 近的是从昆明主

城区扩展到市郊，并向周边城市及地州扩展，远

则走出云南，进入成都、贵阳、海南，构成“大西

南战略”。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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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云南

20%

市场

云南俊发创建于

1998

年，“俊发”、“俊园”已

成为云南地产界的知名品牌， 公司自

2010

年连

续三年蝉联“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同时，公司

已在大理、成都、贵阳、海南、北京、新加坡等地

启动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2012年， 楼市冬天

在温暖中画上句号。而

在这个还未收拢的句号

中，我们“意外”地发现

了一批“王者”：他们是

当地市场的老大， 他们

都希望在成都大干一

场， 他们在成都的征程

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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