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大伟（中原地产市场研究总监）

楼盘降价、银行收紧开发贷、地产股暴跌，这些因素肯

定会对未来的楼市预期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三四线城市，即

便在一二线大城市内部，也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像杭州这样

的二线核心城市项目价格出现调整， 也预示着2014年整体

楼市分化将愈加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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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第一时间出击，成为地产商开

年后的共同特点。“春节后上班第

一周就开了好几次会”， 东原地产

成都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 项目推

广已经正式启动。记者发现，与东原

地产同样火速布局项目的， 还有和

黄地产、海量地产、绿地集团、万科

地产等。而开年第一周，蓝光、保利、

中粮、恒大、华润等地产商也率先发

声，试图通过公布年度目标、组织青

年房展、限时促销等抢攻市场。

从各家开发商的节点分析，3

月将迎来新年第一波开盘潮，其

中，光华新城、华府、大面、大丰等

区域将展开近距离的“肉搏”。

火速开局

楼市没有淡季

早在春节放假前，许多开发商

就在1月推出“一成首付”政策，试

图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中成房业事

业发展部总监赵亮指出， 如今楼市

已经没有淡季。据他透露，2013年多

家开发商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因此，

不少开发商的2014年销售任务被增

加，开发商被迫选择“火力全开”。

春节大假一结束，多家房企就

第一时间确定推盘点，火速召集人

手组织开盘事宜。以海量地产和中

粮地产为例，春节上班后便迅速启

动线上推广，通过现场活动、发布

促销信息吸引购房者。譬如，2月14

日～16日， 中粮地产在旗下6大项

目的销售中心准备了60万份 “甜

蜜豪礼”派送给到访客户。

中铁金华国际城的营销负责

人车玉明透露，3月将举办一场大型

招商推介会， 目前已经展开针对主

力商家的招商工作。 天乐地产营销

总监徐琴也告诉记者，近期，项目将

推出新房源，迅速点燃项目的人气。

而已经全面现房呈现的协信中心，

今年将迎来多重利好， 最近的利好

是“星光天地步行街”5月开街，3月

将组织一场大型招商推介会。

众多地产商第一时间亮出新

年动作，足以说明2014楼市没有淡

季。世家机构商旅事业部总监张进

表示，目前还只是个开头，今年首

次最激烈的竞争将在3月拉开。

阳春3月

首波开盘潮来袭

春节上班后，记者从多个项目

获悉，3月将迎来开盘潮。

东原地产去年拿下的青羊地

块命名为“东原时光道”，将在3月

中下旬开盘，首次推出的是刚需户

型和小面积商铺。据东原地产成都

公司营销总监胡灵透露，2月底售

楼部将正式亮相，3月正式开盘。与

该项目同时启动的还有东原地产

金牛项目“东原亲亲里”，该项目

的主力户型是60～90平米小户型。

三利地产筹备多时的新盘

“三利·麓山城”，已经确定推盘节

点。3月，项目将强势启动线上线下

推广， 首批次推出的产品是洋房。

三利地产营销总监冯小霞告诉记

者，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洋房

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很高。

海量地产成都一号作品海量

越金沙”，春节放假后已经启动宣

传，记者获悉，海量越金沙主力户

型是70～80平米，以两房和三房为

主，主要针对有一定居住品质要求

的年轻群体。日前，出现在成都街

头的户外广告 “阿亮， 宣城寻初

恋”，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亮相。

世豪新瑞集团在城西打造的世

豪峰景，2月15日正式启动促销。据该

集团副总裁冯敏透露， 公司下达的

任务是到3月初销售100多套存量房，

3月中旬正式推出新房源。世豪龙泉

项目今年也会上市，暂定11月。

此外，据华润置地相关负责人

透露，川师花果村项目已正式命名

“华润凯旋天地”， 主力户型60～

80平米，预计4月底亮相。而去年拿

下的大面项目今年也将入市，不过

时间要稍微晚些。

市场研究人士廖敏分析，在行

情尚不明确的背景下， 开发商最想

干的事情就是迅速推盘， 抓住小阳

春这个节点。因此，第一波开盘潮出

现在3月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与往

年相比，2014年的推盘节奏要明显

快一步。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据说这是10年来最冷的一个春天，但佳年华

置地集团总裁迟澄办公室的空调却开得很热，记

者最后脱得只穿一件T恤。面对眼前这位刚20出

头的年轻人， 很难想象他将统管整个佳年华。去

年迟澄接手公司时，并不愿走到前台，经过了一

段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后， 他才跟记者沟通起来。

“和其他很多二代接班人不同， 我这个班不好

接，佳年华正在面临企业战略的大调整、大转型。

除了传统的高品质住宅开发外，酒店、养老地产

就是佳年华的未来方向。” 迟澄的语气很坚定，

这是美国军校经历留给他的印记。

在美国读高中时， 迟澄曾有一年在圣地亚

哥海军陆军高中接受最严格的训练， 这个学校

培养出了不少美国将军。 而后他又进入佛罗里

达IMG体育学院， 该校是网坛名将库尔尼科娃

和莎拉波娃就读和训练的地方。在这里，迟澄还

顺利进入了该校篮球队，师从NBA名将加内特

的私人教练。

四川佳年华置地过去叫四川利通实业有限

公司，是成都楼市本土企业的中坚力量。去年，

公司不仅换了名字， 掌门人也增加了一位1989

年出生的年轻人，整个气象焕然一新。与日本久

米设计株式会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与美国奥

克伍德酒店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4

年， 佳年华将注定成为成都房地产市场上最惹

人瞩目的本土力量之一，然而“本土中坚”似乎

还不能完全形容这家公司的雄心。“我不能说

佳年华未来几年会发展到成都第几甚至全国第

几， 但我能肯定佳年华在现在的基础上还会有

所进步，资产结构更优化，产品线更丰富，品质

会进一步提升。”迟澄对未来信心满满。

新年伊始，一向敏感的房价再次牵动人们眼球 。据 《每日

经济新闻》《第一财经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报道，近两周，在

杭州、广州、常州等地接连出现价格波动的楼盘，动辄千元甚

至数千元每平方米的降幅 ，引发了一系列连锁震动 。国内知

名财经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 》

25

日消息称 ：“杭州房价下跌影

响显现 ， 兴业银行停办房地产夹层融资 ，

24

日

A

股多只地产

股大幅走低甚至跌停。”

一时间，“房价崩盘论”甚嚣尘上，一位杭州业内人士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房价崩盘已经听到了‘咔嚓’声。”不过，也

有不少地产知名人士对“房价崩盘”持否定态度，华远地产董事

长任志强日前连发

5

条微博批驳“房价崩盘”。任志强表示，鼓吹

房价大跌是危言耸听， 房地产行业整体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个别企业的缺钱现象永远存在， 更不可能出现需求一日消失

的现象。”

面对这场“楼市变天”的激辩，包括王石、王健林在内的楼

市大佬亦通过舆论发声。无论是王石的“形势不妙”，还是王健

林的“并不乐观”，他们警告的对象却多为二三线市场，甚至四

线市场，而非具备风向标作用的一线市场及二线重点市场。

2014

年，中国楼市真的走到崩盘边缘？有资深业内人士提

醒，

1

、

2

月份为传统成交淡季， 不足以说明市场整体情况。

3

月，

全国“两会”召开，将给全年楼市政策“定调”。因此，

3

月楼市表

现才将成为研判全年走势的据点。

日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14年1月中

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房价指数报告》，报告显

示，2014年1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

价格为10901元/平方米， 环比2013年12月上涨

0.63%， 是2012年6月以来连续第20个月环比上

涨。其中，62个城市环比上涨，占据主流。

有分析人士指出，1月全国100城房价虽继续

保持着上涨势头，但同比、环比指数均略有缩小，

这表明全国多数城市房价走势平稳。反观全国土

地市场，却呈现另一番景象。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1月，京沪

深穗四大城市土地成交均价达到每平方米10136

元，环比上涨125.1%，同比上涨253.1%，创历史单

月新高。 此外，10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均价达到

5449元/平方米，已持续16个月同比增长。一系列

大型上市房地产企业公开的年报则显示，各主要

房企不仅在2013年收获了创纪录的利润和销售业

绩，更是将2014年的销售目标调到了新的高度。

“我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不是崩盘，

而是分化问题。” 保利地产成都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现行调控政策下，一线城市

和二线重点城市将保持稳健的增长态势，而部分

过热的三四线城市， 在2014年可能会出现房价回

落，“这也是市场从野蛮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读过美国军校，当过加内特师弟，佳年华总裁迟澄首次面对媒体

成都25岁少帅盯上养老地产

激战3月

成都楼市迎来首轮开盘潮

成都商报：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接手公司

的？之前的经历对您有什么帮助？

迟澄：

我2012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去年才

接手公司。13岁我就到美国留学了，美国高中的

经历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我在美国著名的军校

和体校待过，军校教官是伊拉克退伍老兵，要求

特别严格。体校里有很多知名人物，经常能在网

球场上碰到莎拉波娃，我还加入了校篮球队，教

练是NBA球星加内特、卡特的私人教练。这段求

学经历磨练了我的意志，增长了我的见识。

成都商报： 您在国外读书时结交的朋友

多不多？

迟澄：

我的同学里面有钱人的孩子很多，

有韩国三星老板的孩子，有钟镇涛的孩子……

回国以后跟以前的同学还有些联系，但大家各

忙各的，联系不是太多。

成都商报：您这么年轻，为什么看好养

老地产？

迟澄：

在未来的5年房地产不会有巨变，

但10年后或15年后将会巨变。 我很同意王健

林的观点，15~20年后，中国将与美国、日本非

常相似，50套房子有可能要卖半年，泡沫破裂

的那一天一定会来，而且越来越近。我觉得未

来养老地产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养老地

产的出售并不是开发商盈利的终结， 后期运

营服务也是其利润点。 当一个国家的医院和

养老院在增多时， 代表这个国家在健康地发

展，虽然养老在中国的盈利模式还很不清晰，

但它符合基本的经济规律。我的结论是，未来

持有养老地产的利润将会超过持有写字楼的

利润。我现在就在跟日本的养老机构谈合作，

准备两三年内让养老地产在成都落地。

成都商报：您接手后，现在的佳年华跟

过去有哪些不同？

迟澄：

过去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大胆的

产品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品质。2014年，我

们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引入了国际性的

战略眼光和国际性的合作伙伴。比如我们在

光华大道70万平方米的佳年华·新生活，公

共空间的施工由广东专业单位完成，工人都

是坐飞机过来上班，成本增加了40%。今后

的佳年华将逐渐转型为一个不动产持有集

团，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合适的持有物业。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杜娟

记者

印象

高端

访谈

迟澄：

我这个班不好接

精通两门外语

这个少帅不一般

� � � �

精通英语、日语，今年才

25

岁的迟

澄，其履历绝对让你震惊 。曾在圣地亚

哥海军陆军高中接受过最严格的训练，

而后又进入佛罗里达

IMG

体育学院……

成都商报：在美国待了那么久，您回来是

否觉得不适应？

迟澄：

还好，因为我出去求学就是为了回来

接手家族企业。大二的时候，我就独立完成了自

己的第一次商务谈判。 当时我直接从美国飞到

日本东京，找到了日本东芝海外事业部的部长，

最终促成了东芝与我们公司的合作。 刚接手公

司时，我的压力确实比较大。通常大企业的接

班要容易些， 因为它们就像海上行驶的大船，

有既定的航向。而我们公司没那么大，我还要

寻找方向。现在，我们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

成都商报：请问是什么方向？

迟澄：

佳年华正在面临企业战略的大调

整、大转型，我们将以品质住宅开发为核心业

务，并选择酒店、养老物业作为主力持有，促

进不动产增值。 我们与全球最大的专业酒店

式公寓管理商美国奥克伍德酒店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 奥克伍德酒店式公寓正式入

驻城南大源组团时代晶座项目， 并打算在东

客站的新项目中引进奥克伍德酒店式服务公

寓。另外，我们还与日本久米设计株式会社、

日本东芝等国际知名品牌签署合作协议，新

项目佳年华·新生活已经用上了东芝LED灯、

YKK窗户等高端产品，全国首屈一指。

“二世”时代登台

面临企业战略大转型

现在，中国家族企业已经开始全面

进入“二世”时代，含金匙而生的这些接

班人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与他们相连

的标签往往是飙车、炫富、绯闻女星等。

然而，这些似乎与迟澄绝缘。

� � � �

对于佳年华未来的发展， 迟澄已

经有了清晰的思路。 他并没有在前人

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而是为企业加入

了更加国际化的事业， 找来了更加国

际化的合作伙伴。

未来养老地产的利润

将超过写字楼的利润

迟澄读美国军校时的照片

杭州房价一变 地产大佬激辩

今年1月， 与一二线城市火爆的土地市场相

反，多项统计均显示，三四线城市的楼市面临整

体下滑趋势，降价促销队伍不断壮大。据中国指

数研究院统计，今年1月，全国100个典型城市中有

37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三四线城市就占了34个。

据中原地产监测，今年1月，全国25个三线城

市新建住宅成交量11.22万套，创最近6个月新低；

14个四线城市新建住宅成交仅1.63万套， 创下11

个月新低。 三四线城市整体销量的低迷态势，暂

时还看不到改观的迹象。

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1月，浙江温州房地产

价格已连续30个月下跌，高端住宅价格几乎“腰

斩”；不仅西部三四线楼市出现“风险集中区”，

江苏、山东、安徽等东中部省区的多个三四线城

市，也因房屋存量巨大而被列入“鬼城”榜单。

“最近楼市确实变天了，上周末接到许多业

内朋友的电话，大家都在关注这一块。目前，业内

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三四线城市很危险，一线和

部分热点二线城市还是不错的。” 万科地产成都

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2014年，国

内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或将面临一轮强力度

的洗牌。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整理报道

文中观点来源：参考《每日经济新闻》

《第一财经日报》等

《1月百城房价指数》出炉 62个城市还在涨

观点：压力主要在三四线城市

马光远（经济学家）

在历经10余年高速发展与膨胀之后， 中国的房地产业

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泡沫， 尤其是在一些资金充裕而需

求有限的地区。尽管还没有走到崩盘的境地，但确实已经走

到了一个急需变革与调整的十字路口。

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

2014年房价不一定会全面上涨， 因为城市之间的分化

已十分明显，今年楼市并不乐观。现在很多二线城市供应量

过剩非常严重，房子已经出现卖不动的迹象，更不用说大量

三四线城市的市场了。

王石（万科董事局主席）

不能说直接针对房地产的政策才叫调控， 货币政策也

是调控。今年内地房地产形势不妙，没有价格永远增长的房

地产市场。精明的李嘉诚先生在卖北京、上海的物业，这是

一个信号，小心了！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

房地产市场崩盘并非简单的等同于房价大幅下跌，崩

盘引发的是一系列系统性风险，包括市场信心的彻底崩溃，

资金链的断裂，资产的大幅缩水，金融系统大量呆坏账的出

现等等。从这个角度上讲，用“崩盘前夕”来形容目前的中

国楼市完全是夸大其词。

楼市走向 大佬研判

郭英成（佳兆业董事局主席）

在我个人看来，2014年的房价走势没有以前那么好， 持续

这么涨肯定是有问题的，尤其对三四线城市持不乐观态度。

制图 帅灵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