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旅游地产

云南凭啥叫板海南?

成都商报记者实地探访，六大方向比较，列出度假族两“南”选择权威指引

富力红树湾

楼盘简介：

富力红树湾是由富力

地产以当地稀缺资源优势为依托倾情

打造一个高端原生态旅游项目。 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8000亩， 总建筑面积约

230万㎡；其中红树林约1500亩、水域

面积约788亩， 项目整体容积率为

0.45。 首期开发的南区地块中配备锦

标级18洞专业高尔夫球场、 希尔顿逸

林酒店、西班牙商业风情街、7900㎡的

高尔夫会所、 加拿大风格的水上水岸

木屋，及2号桥处后期精心打造的游艇

展示区等。

楼盘位置：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澄

迈县北部， 项目南部边界紧临西线高

速公路573公里三林立交出口。

项目类型：

以别墅、洋房为主

楼盘起价：

7000元/平米

海口观澜湖

楼盘简介：

拥有24万平米的兰桂

坊、1400亩的冯小刚电影公社、10万平

米免税店、10大火山岩高尔夫球场等

城市资源配套， 吸引了全国众多高端

客户。

楼盘位置：

海口市观澜湖大道1号

项目类型：

以别墅、洋房为主

楼盘起价：

15000元/平米

半山半岛

楼盘简介：

由三亚鹿回头旅游区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超大型滨海旅游

地产,总占地面积超过4000亩,产品包

括临海别墅、观海住宅、酒店式公寓等

多种类型。

楼盘位置：

三亚市大东海鹿岭路27

号（鹿回头公园旁）

楼盘起价：

30000元/平米

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

项目简介：

该项目占地6平方公

里，是集主题公园、住宅、文化产业、商

业、 酒店群于一体的高复合度旅游地

产， 建成后它将是中国西南最大的旅

游地产项目

项目地址：

西双版纳景洪市西北

户型面积：

40-300平米

当前售价 ：

精装花园洋房均价

4500元/平方米；别墅8000元/平方米；

梦云南·雨林澜山

项目简介：

该项目依山而建，直面

澜沧江，与景洪市主城区隔江相望。项

目利用高低错落的排布形成开阔多变

的空间布局， 其品质堪称目前版纳高

端住宅的代表。

项目地址：

西双版纳景洪市曼弄

枫度假区

户型面积：

86-130平米联排、210

平米双拼、350平米独栋别墅；

当前售价：

精装别墅售价约9000

元/平米起；

腾冲世纪城

项目简介：

腾冲世纪城建筑面积

超过160万平米， 规划有五星级酒店、

购物中心、商业街以及医疗康体设施。

项目地址：

腾冲县西山坝区

户型面积：

40-130平米

当前售价：

高层住宅4000元/平米

高黎贡国际旅游城

项目简介：

项目占地两万余亩，将

打造成集旅游、独家、购物、商务、居住为

一体的超大规模生态旅游居住大盘。

项目地址：

腾冲县文星街

户型面积：

77-150平米

当前售价：

普通住宅3900元/平

米、洋房4300元/平米

雅居乐云南原乡

项目简介：

雅居乐云南原乡东

邻高黎贡国际自然保护区，西接国

家地质公园， 项目总占地33000目，

将打造具备国际水准与民俗特色的

国际级休闲养生度假区。

项目地址：

腾冲县曲石镇

户型面积：

洋房56-120平米，别

墅208-550平米

当前售价：

精装洋房6900元/平

米，别墅均价10000元/平米

金茂雪山语

项目简介：

金茂雪山语是方兴地

产在丽江打造的大型高端低密度度假

物业大盘，项目位于玉龙雪山脚下，紧

邻悦榕庄、铂尔曼等国际品牌酒店。

项目地址：

丽江市古城区香江路

（邻束河古镇）

户型面积：

叠墅70-130平米，独

栋300-700平米

当前售价：

精装叠墅2万元/平米，

大独栋1200-3000万。

典型项目推荐 典型项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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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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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熊沙杉

成都商报记者 余鸽

海

南

岛

在海南岛的海岸线上，沙

岸约占50～60%， 沙滩宽数百

米至数千米不等，海水温度一

般为18～30℃， 阳光充足明

媚，一年中多数时间可进行海

浴、 日光浴、 沙浴和风浴。其

中，三亚四季如夏，鲜花盛开，

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称。

海南岛的山岳最具有特

色的是密布着热带原始森林，

最著名的有乐东县尖峰岭、昌

江县霸王岭、陵水县吊罗山和

琼中县五指山等4个热带原始

森林区。另外，海南离岛退税

政策推行，也成为海南度假旅

游的另一个热点。

“浪漫春城-昆明、热带

雨林-西双版纳、风花雪月-

大理、千年古城-丽江、世外

桃源-香格里拉……” 云南

素有“彩云之南，万绿之宗”

的美誉，这里山河壮丽，自然

风光优美， 拥有北半球最南

端终年积雪的高山， 茂密苍

茫的原始森林， 险峻深邃的

峡谷， 独特的喀斯特岩溶地

貌， 再加上云南众多的历史

古迹、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神秘的宗教文化， 更是为云

南增添了吸引力。

海南岛地处热带北缘，属

热带季风气候，素来有“天然大

温室” 的美称， 海南岛没有冬

天，一年四季总有阳光照耀，年

平均气温22~27℃，就算最冷的

一月、二月，温度仍达17～24℃。

当全国几乎每一个城市

都被雾霾笼罩的时候，当地人

就会自豪地说，“海南是唯一

一个没有雾霾的地方”。 据联

合国环境署对全球158个城市

空气质量的监测显示，全球10

个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中，海

南三亚市位居第二，海口市名

列第五，海南岛森林覆盖率达

60.5%，空气负离子含量高。

“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是

云南独有的气候特征。” 据相

关资料显示， 在云南省大部分

地区， 夏季最热天平均温度在

19-22度左右， 冬季最冷月平

均温度在6-8度以上， 年温差

一般为10-15度。

据介绍， 云南地处低纬度

高原，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地貌

复杂，所以气候也很复杂。主要

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

的高原季风气候， 全省大部分

地区冬暖夏凉， 呈现四季如春

的气候特征。

在咳嗽了将近一个月、吃药

打针仍然无济于事时，姚大爷带

着老伴三亚休养，没想到在三亚

住了一个多星期后，咳嗽竟然不

药而愈，因此姚大爷毫不犹豫在

三亚购入了一套临海电梯公寓。

正是因为这里的热带气候，加上

空气中丰富的负离子含量，对心

血管、呼吸道疾病患者的身体能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恢复作用，许

多中老年人都将海南岛作为置

业的首选。

海南岛更是度假者的天

堂， 对阳光和海洋有着特别偏

好的度假需求者，几乎把海南

岛当作度假置业的首选。由于

海南岛房价偏高，尤其是三亚

的商品房，均价在20000元／平

米，适合具有较高购买力的中

高收入群体。

云南的度假层次更加丰富：

观光、度假、民族文化、出境游、

晒太阳等都可以在这里实现。有

旅游业业内人士介绍：“相比海

南，近两年到云南度假的人群结

构更加年轻化，其实也就是我们

所定义的城市中产人群。”

“四季如春的气候，加上

低房价的诱惑， 我们发现近两

年来置业人群的年龄也在变

化。”据西双版纳当地一位开发

商介绍，在他们项目3年来卖出

的超过10000套房子中，购房者

年龄在40岁左右的占多数。“这

个年龄段购房者的需求是多样

化的，上有老，下有小，还要满

足自己的度假需求， 他们当中

很多人在大城市都是中产收入

水平，相比海南的房价，云南更

容易实现他们的长期度假梦。”

目前， 三亚商品房均价在

20000元／平米，而海口房价相

对较低。2013年， 海口商品房均

价为8108.85元／平米，同比上涨

14.73%。除了海口、三亚两个热门

区域外，海南岛的文昌、儋州等

拥有同样优美海景资源，环境气

候宜人的区域， 房价更易接受，

文昌的均价为7000元/平米，儋

州的均价为4000元/平米。

海南岛购房仍受“限购限

贷”令的制约，如果需要贷款

买房，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

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

房的家庭(包括贷款人、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下同)，贷款首付

比例不得低于总房价的60%，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

1.1倍；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

房的，暂停发放购房贷款。

相比海南岛， 云南的低

房价和购买门槛较低， 都是

目前的优势。据记者调查，目

前在云南旅游地产供应的几

个重点城市几乎都是不限购

只限贷， 西双版纳的住宅均

价约在4500元/平方米，腾冲

目前的房价在4000-6000元 /

平方米， 大理普通住宅的均

价约在5000元/平方米，丽江

（纯住宅项目供应较少）当

前市场普通住宅销售价格约

在6000-10000元/平方米。

云南当地房产界业内人士

表示：“这些价格大多数都是本

地住宅项目，在有的城市，如果

是由大的品牌开发商所开发的，

房价会略为比这些高一点。”

由于海南岛没有冬天，绝大

多数外地来此的购房者，都是为

了避寒，因此居住形态以“候鸟

型”为主，冬天到海南岛居住，开

春或者入夏时离开。海南省房协

相关负责人表示，“候鸟型”人

群一般从十一月左右来到海南

岛，一直住到来年开春。而三亚

夏天炎热日照强烈， 很多人都

不愿在三亚过夏天。 和三亚相

比，海口的气候四季更为分明，

春季温暖，夏季高温，秋季凉爽

舒适， 冬季时有冷气流侵袭带

有阵寒。全年平均气温为24.2℃，

最高平均气温28.6℃， 最低平均

气温为15℃左右，加上省会城市

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更完善，

因此更适宜常住。

正是因为云南大部分城市

“四季如春”的气候特征，在度

假居住的季节上，云南很多城

市几乎可以打破“分时度假”

的模式，但同时它们又是各有

气候特征的。

“云南省内各个城市虽

然都是阳光充沛， 但其实各

个城市的气候特征各不相

同， 比如西双版纳冬季温暖

如春，适合避寒，大理、丽江

夏季凉爽，适合避暑。”云南

房协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

各个城市在不同季节的气候

差异较大， 但总体而言是没

有极寒也没有极暑。

海南省房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以前在海南岛开发的房地

产公司都存在开发规模小、产

品结构单一、 市场销售落后等

诸多问题， 一度导致海南岛的

商品房积压严重。 从2007年左

右， 包括富力地产在内的雅居

乐、绿地、恒大、中铁置业等国内

一线地产商纷纷抢滩， 拿地都

是千亩或万亩为计的大手笔，

与前些年岛内动辄百亩为王的

开发情况相比，无论从规模、产

品设计还是营销思路上都不可

同日而语。截止2013年，万科、中

信、中粮、华润、绿城、雅居乐、碧

桂园、鲁能、广厦、佳兆业、观澜

湖、泛海、方兴等超过60家中国

房地产开发百强企业在海南布

下了企业发展的重要棋子，而

且奢侈型地产项目不断涌现，

以至于海南地产已成为高端度

假行业的一个代名词。

经过对云南已进驻地产

企业的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万

达、雅居乐、保利、世纪金源、

明宇等几十家全国性地产商

都已经在云南布局，其中不乏

规模上万亩的综合性旅游地

产项目。

“虽然说在中国的旅游地

产分布上，云南是目前唯一能

够和海南抗衡的， 但云南的

大开发现在也是处于起步阶

段。” 云南信息报地产板块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云

南省内旅游地产的分布范围

非常广，昆明、丽江、大理、腾

冲、 西双版纳等城市既是重

点也是热点， 但目前启动并

实现销售的只是少数 。“按

照计划， 云南省内的旅游地

产大项目在两年后都会亮

相， 而现在恰好是购房者的

机会！”

阳光、沙滩最负盛名 山、水、林，资源层次丰富

一座没有冬天和雾霾的海岛 四季如春已成为云南名片

中高收入阶层和中老年人 中产度假的首选地

海口均价过8000元，三亚均价20000元 均价在4000~10000元区间 空间较大

冬来春去 适合“候鸟型”人群 全年宜居，无需迁就分时度假

海南岛度假产品日渐高端规模化 大开发尚在起步阶段

度假资源

气候资源

适合人群

房价政策

入住率及时长

开发状况

半山半岛

腾冲世纪城

正在建设中的楼盘

(

除海南岛外，

本图不包含海南省

所辖其余岛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