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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实效机构总经理吴昊说，换房需求总体来

说分为两类———面积升级和品质升级，该结论

在“2014优房计划”调查结论中被印证。在市

场层面，记者发现，高品质是高端项目实现快

销的基石。事实上，目前在成都高端市场，销售

业绩排在前列的项目均是大企业， 譬如万科、

华润、万华、龙湖、蔚蓝卡地亚、棕榈泉等。

赵亮表示，泛豪宅是介于刚需和豪宅之间

的住宅，价格和品质比豪宅略低，其特征是：大

平层、大品牌、高配置。记者发现，日前热销的

多个泛豪宅项目：铂雅苑、龙湖世纪峰景、九龙

仓豫园、新鸿基ICC，均满足上述特征。

记者获悉， 泛豪宅概念起源于一线城

市。2000年左右， 一线城市房价开始猛涨，当

时， 北上广等地出现了一批顶级豪宅项目，

它们面对的客户都是顶级富豪。后来，这些开

发商意识到，中产阶级换房市场还是空白，因

此，泛豪宅入市。“较之豪宅项目，泛豪宅价

格要低很多，中产阶级能够承受。产品配置方

面， 往往是引入国际知名公司进行规划和设

计，采用国际知名品牌装修，物管服务由国际

知名公司提供。”高端地产杂志《LP》西南区

业务总监李博告诉记者。

华润金悦湾项目经理陈圆表示， 购买高

端物业的人群往往具有多次置业经验， 他们

对地理位置、城市规划、物业品质、房间尺寸

非常敏感，在置业意愿上，它们追求的是更高

的居住品质。譬如，业主素质是否相当，车位

是否足够，用材用料是否环保等。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观察近段时间的楼市， 一些品质较高的

泛豪宅产品成为众多中产阶层以及精英人士

的首选。虽然已经有过购房经验，但在再次选

房时，不少购房者仍会陷入新的误区。

距离

换房首选便利性

城区电梯好于郊区别墅

不少步入中产的家庭都有一个别墅梦，

仅从价格来说，城郊一处200平米的别墅价格

大约在150万—200万左右， 相当于市区一套

150平米的电梯公寓，而且低密别墅能够享受

到更好的景观环境和视野。 但对于上班族来

说，再次换房，更好的居住环境固然是选择因

素，但便利性也尤为重要。

“2014优房计划”调查报告显示，有80%

的换房群体是集中在30—45岁的上班族，而

这部分处在上升期的中产阶层对城市依赖度

较高，如交通、医疗、教育等。“如教育配套，

在就近入学渐成趋势之后， 这方面的考虑尤

其重要。最理想的住宅周边应当具备幼儿园、

小学、中学的链条式教育配置，这样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未来因孩子入学二次换房的不

便。”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上班族而言，便利

的交通、完善的商业和医疗配套必不可少，最

理想的是以社区为半径，步行不超过8分钟即

可实现上述各项功能。

同时，由于距离的影响，位于城郊的别墅

使用率极低， 且不能像城区房屋那样容易出

租，因此无论从资金滚动、出行便利、还是升值

潜力等方面考虑，城区的泛豪宅都更胜一筹。

品质

面积大不一定品质高

换房还要看整体

唐先生原本购买了一套170平米的房子，

但近期他仍准备换房：“整个小区只有一栋

楼是大户型，小区内部管理混乱，绿化差，很

多外来人群，小区根本无品质可言。”唐先生

的情况并不是个案， 不少购房者盲目认为户

型面积大就是泛豪宅，业内人士认为，仅从面

积无法判定品质，购房者换房应看整体。

“首先应选择以大户型为主的项目，避

免选择大小户型混搭的楼盘。” 业内人士举

例认为， 客群定位纯粹能够较好的保证居住

品质，目前市场上如成都ICC、绿地锦天府、

龙湖世纪峰景、天誉等泛豪宅产品均以120平

米以上大户型为主，保障了小区的纯粹性。

其次，尽量选择实力强、有品牌影响力的

楼盘，因为大开发企业后续物业服务、楼盘品

质都会得到保障， 这也会影响产品的保值增

值。另外，物业管理的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的

品质和保值增值。最后是小区环境，舒适安静

的居住环境能够确保孩子以及老人休息的

好。在此基础上，如果有小区会所、锻炼场所

则更为理想。

资金

卖掉闲置房产

买大房更划算

购买泛豪宅的购房者基本都是多次置

业，名下已有一套或多套房产，但在现今的政

策环境下，房产已经不再属于最佳的投资品，

因此有金融人士建议， 购房者不如将房产进

行优化处理，以获得更快速的滚动。

打算购买天府门廊某高端项目的刘某已

有两处住房，一处位于城西自住、一处位于市

中心出租，目前租金为1500元/月。对于刘某

的资产情况， 农商行小微事业部资深客户经

理算了笔账：刘某市中心房产市值38万，房产

总收益率为4.7%， 但目前银行的保本理财收

益都已达到6%，所以从静态情况分析，刘某

出租房产确实不划算。该客户经理同时表示，

不动产不确定因素较多， 比如未来租金的上

涨、 房价的上涨等， 以5年预期取2%中间涨

幅，刘某每年的收益率也仅为6.7%。

记者了解到， 租金年收益率如果能达到

7%—10%，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由于刘

某的小区是2002年修建，年代较久，因此无论

是在租赁市场还是二手房交易市场均达不到

理想的收益水平。 业内人士认为， 现有政策

下，刘某无疑应该选择房产的合并优化。

“传统观念里认为租金最稳定，但不动

产变现慢，资金不灵活，因此购房者需要结合

自身情况进行资产优化， 如果现有房产并不

能带来较高的租金收益和增值， 不如变现选

择其他的投资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 宋皇

如果说家庭人口增加， 导致了对于四房

的需求全面爆发的话， 那么新一代购房群体

对于居住品质要求的提升， 则是泛豪宅市场

开始全面复苏的强心针。 去年底世联行董事

长陈劲松在展望2014年的楼市时就曾分析

称：35岁以下购房群体将要在今年成为购房

主力。 而这批主要出生于80年代的购房者对

于房屋品质、教育配套、社区环境及管理水平

的要求都有明显提升。

3月初，龙湖世纪峰景位于世纪城路的新销

售中心和样板间正式对外开放， 龙湖产品设计

部分的负责人说， 在产品户型和室内空间的装

修设计上， 龙湖充分考虑了人体工程学和人体

行为学的需求，比如在业主打开房门后，门厅的

灯光会自动打开，而且在门口设置有一键开关。

另外， 教育配套以及社区环境也是购买

泛豪宅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为一家本土开发

商工作的刘先生从前年起就在看房， 城南的

几乎所有大户型楼盘都看了一遍， 他最终选

择了长城半岛城邦一套200多平米的户型。他

说，旁边幼儿园、小学都有，小孩上学过街就

到。此外，考虑到家庭有至少一两名老人同住，

公园也成为购房者对于泛豪宅配套的基本要

求之一。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陈柏喜

日前，成都商报房地产运营中心发布的“2014优房计划”调查报告显示，四成

换房者青睐140平米以上的房源、三室两厅双卫。记者注意到，这种换房需求在近期

集中释放。铂雅苑、九龙仓御园、龙湖世纪峰景、九龙仓ICC、世茂玉锦湾等项目率先

发力，在这波市场行情中抢得头筹。

改善性需求集中入市，催生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前天，世家机构、中成房业等代

理行发布的3月月报显示：成都市主城区户均成交面积和销售量上升明显。其中，3

月户均成交面积较上月增加8平米，150-200平米的户型成交184套。

正合地产副总经理傅近春表示，从长期来看，改善型置业需求会越来越多，但爆

发点肯定不是今年，更不是现在。但在消费趋势上，二套房换房群体直奔泛豪宅是政

策和市场双向作用的必然。

人口结构变化

品质追求更高

家住翡翠城的媒体人士周女士告诉记

者，她手上现在有5套房子，2套在双流，3套在

市区，其中，市区的房子全都是80平米的小户

型。“小孩出生前，每一套房子可以住，面积

还很合适。 但是， 现在每一套房子都无法居

住。”周女士透露，现在正准备生二胎，必须

要换房。

3月下旬， 她在龙湖世纪峰景买了一套

160平米（产权面积130多平米）的四房，总价

约160万元。“价格合理，周边配套好，离老公

上班近。这套房子可以满足我们未来10年的居

住需求。”周女士说，这是她选择该项目的理

由。谈到下一次换房，周女士说，10年之后可能

会换成别墅，但现阶段还是市区大平层合适。

成都商报房地产运营中心发布的“2014

优房计划”调查报告显示：现有住房居住面

积不够和家庭结构出现变化， 是催生换房的

两大主要原因。这说明：换房群体需要面积更

大的房子。记者注意到，在“面积需求”选项

中，40%的购房群体选择了140平米以上的房

源。此外，在户型设计的选项中，60%的受访

者选择了“卧室带独立衣帽间”“地暖系统”

“精装入户大堂”。恰恰，上述数据印证了二

套房直奔泛豪宅的消费趋势。

成都商报房地产运营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 从消费趋势来看，3～5年是一个换房周

期。 目前，75～80后基本上都已拥有小孩，家

庭结构的变化自然会催生出换房需求。 市场

研究人士表示，这种换房需求是刚性的，也是

被政策压抑的一块市场。“按照房地产的管

理办法，144平米以上的房源属于大户型，消

费者主要是改善性置业群体。” 中成房业副

总经理赵亮表示， 改善型置业人群已成为一

股重要力量，这是今年楼市的一个典型特征。

“市场需求的变化是这种泛豪宅产品走

红的根本原因，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这是因

为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因为现在单独二孩政

策放开，很多家庭都有添丁计划，在以前多数

家庭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 家庭小型化是趋

势，但是现在需求却在发生深刻变化，三代同

堂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家庭结构”， 保利地

产的营销负责人分析。

家住城东的魏先生正考虑在城南大源买

一套大户型，对于这套房子的需求，他这样分

析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表面看只增加了一

个小孩，但是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就必须要

找人来照顾，无论是由自己的父母带孩子，还

是请保姆，都会增加人口。而且如果两个小孩

一人要一个房间，大人还需要一个书房的话，

四个房间都不见得宽裕， 而这些问题都是购

房者在买房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事实上，从去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放开

的消息传来之后， 添丁和买房都已经进入很

多家庭同步考虑的计划。 龙湖地产的项目负

责人说，来看世纪峰景的购房者，以前很多都

有至少两套80多平米的两房，但不得不换房，

而且又有限购的背景， 为了减少未来的房屋

持有成本，现在对旗下的房屋进行优化配置，

拥有一套可以满足全家人基本居住需求的大

户型成为必然选择。

泛豪宅俗指介于首改和

豪宅之间的电梯公寓，

产品形态以大平层和复式为主，面

积区间约144-280平方米，总价约

150-350万元，这类产品的共性是

大品牌、大平层、高配置，

主要消费人群是中产阶级和精英青年。

泛豪宅

名 词 解 释

距离、品质、资金

选择泛豪宅注意这三点

制图 吴卫

典型案例 拥有5套房 却没合适的房子可住

调查结论 4成换房者青睐泛豪宅

需求解读 三代同堂 大户型成必然追求

新生代改善群体对品质要求更高

解 读 泛 豪 宅

介于刚需和豪宅之间的高品质品牌住宅

产品特征

原因分析

导购指南

大平层 大品牌 高配置

换房直奔泛豪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