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麓湖热气球飞游记吸引市民热情参与

建发·浅水湾活动现场吸引不少客户

成都独栋均价比电梯大平层普遍低2000元

城市独栋 放得越久赚得越多

“‘有天有地’ 的别墅生活和大平层

‘居上位、观大景’的特点，对于改善型居

住的群体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总

价相当的情况下，对于客户来说其实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取舍。这种选择往往因人而

异，而不是因钱而异。”

机构数据显示，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

市的独栋别墅和普通住宅有3～5倍的单价

差。反观成都的独栋别墅，近郊独栋的价格与

同区域内的大平层价格相差无几。 在铂雅苑

今年促销前， 该项目的单价一直高于同区域

内的独栋别墅产品。 而一些热门板块大平层

项目的价格甚至是独栋别墅价格的1～1.5倍。

根据中成房业的统计数据，从2014年1季度

成都住宅市场备案情况来看，主城区及近郊150

平方米以上住宅大平层物业成交均价环比、同

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浮，目前主城区的大平层

均价为14174元/平方米， 整个大成都范围内大

平层的成交均价为12156元/平方米。 现在不少

近郊推出的城市独栋， 单价却不如大平层。比

如建发·浅水湾的独栋， 单价为12500元/平方

米，还有大面积的花园赠送。中成房业副总经理

赵亮认为：“前两年开始， 大平层市场特别火

爆，价格涨得也很快，主城区有的大平层单价已

经靠近30000元/平米。一些面积超过300平米的

大平层，总价已达到千万。而这两年，独栋别墅

价格变化不是很大。也因此，大平层涨得越快，

独栋别墅的性价比也得到了更多凸显。”

实效机构吴昊认为，单就产品的整体特

点而言，很难简单判定独栋别墅和大平层孰

优孰劣。“有天有地” 的别墅生活和大平层

“居上位，观大景”的特点，对于改善型居住

的群体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在总价相

当的情况下，究竟是选择独栋别墅还是大平

层，对于客户来说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取

舍。这种选择往往因人而异，而不是因钱而

异。当下大平层的价格只反映客群阶段性的

选择结果，与市场短期供应等多重因素有直

接关联，并不能说明大平层比城市别墅拥有

更绝对的市场接受度。成都独栋别墅的开发

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大部分产品受到广泛

好评。比如麓湖、建发·浅水湾、华侨城·东岸

这些项目经常接待外地的开发商前来考察。

在4月的独栋热销潮中，开发商纷纷推货，几大项目集中亮相。细心的购房者

发现，现在成都市场上，独栋别墅的单价却比不过电梯大平层。根据中成房业的统

计数据，目前主城区的大平层均价为14174元/平方米，整个大成都范围内大平层

的成交均价为12156元/平方米，而在售独栋别墅的售价大多在12000～15000

元/平方米。就此，成都商标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发现，由于独栋别墅市场的整

体低调，导致其价值被严重误读，另一方面，从成都二手房市场可以发现，放得越

久，升值空间越大，成为很多城市独栋别墅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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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市场上卖得好的独栋项目不少， 但它

们少有公开发声。“线上低调， 线下热销”

已经成为目前城市独栋项目的共同点。所

以普通购房者， 甚至一些业内人士都不清

楚城市独栋销售的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 因为成都市在售的独

栋套数太少，因此去化时间较短。去年，建

发·浅水湾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卖完了

全年的量， 麓湖也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了

全年任务， 牧马山蔚蓝卡地亚在去年10月

就提前完成任务，无房可卖。去年，就有开

发商订了两个月的广告， 结果一个月时间

就把独栋卖完，后一个月的广告也撤了。

今年看来，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力道广

告的朱亚认为：“因为独栋的数量稀缺，所

以开发商不用‘长麻掉线’地推广，往往一

启动就迅速被消化， 有些独栋盘甚至等不

到开盘就被预订完了。 今年独栋别墅市场

的启动提前了，开发商一拥而上，形成集群

效应。这不仅让购房者有了更多选择，也让

购房者获得更大的实惠， 形成一个购买独

栋的好时机。”

记者还发现，因为受政策限制，成都市

场上已经没有新开发的纯独栋社区了，在

售的独栋楼盘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老业

主， 因此老带新成为成都独栋市场上最有

效的成交手段。开发商也认准了这点，营销

推广活动大多瞄准老业主，不用公开发声。

据悉，排号买麓湖·隐溪岸的客户中就有约

4成麓山的老业主， 大约8成客户是通过业

主介绍的。 保利拉斐庄园的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拉斐庄园的老带新比例已经达到

了80%， 我们这个项目的推广动作不多，主

要是圈层活动， 本周就要举行一个业主运

动会。保利·石象湖的老带新比例更高，3月

成交的独栋全是这类客户。”

与去年相比， 今年独栋的热销期明显

提前。中成房业的分析师认为：“从市场整

体的情况来看， 一来今年独栋别墅的存量

和推货量更小，是稀缺产品；二来目前独栋

别墅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 单价还不如

市场上的大平层产品高，非常具有性价比。

因此购房者不再犹豫，纷纷下手抢购。”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成都在售独栋仅651套”话题引发关注

城市独栋告急 4月抢夺战提前打响

上周，成都商报“成都在售独栋仅651套”

这个数据震动成都楼市，让高端购房者将目光

纷纷转移到城市独栋上来。过去，一些别墅买家

并不清楚联排、叠拼和独栋的差别，认为只要是

别墅，产品都应该差不多。得知城市独栋会越来

越珍贵，甚至被开发商惜售的消息后，购房者对

城市独栋的兴趣明显更浓。一位近期想买别墅

的购房者周女士表示：“原来我还考虑买联排、

叠拼，现在只想买独栋了，怕现在不买，以后就

没有这种产品了。”吉信行·方圆置业总经理潘

海认为，成都城市独栋非常珍贵，只要购房者认

识到这种产品的价值，优质的项目成交情况会

继续走好。

记者上周末走访发现，目前在售的独栋别

墅卖得火。

在牧马山板块，置信·牧山丽景的销售现场

人不少，大约有10多组客户。该项目销售负责人

罗莉莎表示：“我们刚成交一套370平方米的独

栋，这栋房子的赠送面积和花园都很大，我们这

批次推的货不多。现在的市场反响比较热烈，估

计下一批次的推货节奏要提前。”

在麓山板块，麓湖全新的独栋产品隐溪岸

即将开盘，排号的购房者每天递增，已超过100

组。因为只有43栋，所以有业内人士预测该产

品开盘就会清盘。 建发·浅水湾项目现场举行

了建发集团 “融合的力量·超越想象”———成

都企业战略联盟启动发布会， 邀请200多位业

主参加。让建发没有想到的是，活动结束后，业

主带来的朋友相中了建发·浅水湾的珍藏独

栋，成为新业主。

此外，城北和城东的独栋产品也在热销中。

成都华侨城·东岸仅余50席独栋，已经有外地的

购房者开始预定该产品。保利·拉斐庄园的大独

栋销售回暖，上周成交两套。中粮·御岭湾今年

第一季度就取得开门红，成交量环比上升30%，

4月的销量更是一路上涨。

购房者对城市独栋产品反响热烈， 从广告

来电量上也可见一斑。本周二，建发·浅水湾的

包报广告一出来， 现场立即收到300组电话。建

发房地产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丁荣强

告诉记者：“我们4月中旬才开始启动项目的推

广，目前的收效可以说超过了预期。”他介绍，

建发·浅水湾是纯独栋社区，目前推出了一期最

后的480～680平方米城市独栋产品，并以“688

万/栋起”、“交20万抵100万” 的最强优惠入

市。“今年一整年我们的推货量一共只有60多

栋，如果照现在这个速度卖下去，估计一个月就

没货了，今年的任务将提前完成。”

“城市独栋占据着城市稀缺的土地、

景观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有人因此把

独栋产品比作房地产里的 ‘硬通货’，即

独栋保值、升值和抗风险的功能显著。”

保利、建发、置信、万科、中粮等多家一

线品牌在内的开发商在接受采访时都不约

而同地表示， 现阶段成都在售独栋别墅的

价值受到低估。 尽管现阶段独栋别墅在与

大平层的市场角力过程中优势并不明显，

但从长远来看， 城市独栋别墅的增值潜力

绝对值得期待。

与独栋别墅相比， 大平层豪宅胜在都

市繁华。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别墅处于郊

区，虽有山有水有天然资源，却少了都市中

心的便捷和繁华。

在这种情况下，大平层成功“逆袭”，

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 但是对于成都的

独栋别墅市场，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因为成

都的独栋产品大部分都布局在交通和配套

完善的近郊区域，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只

有少数在远郊。

对于独栋别墅和大平层之间这场 “没

有硝烟的战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

人士认为，誉峰、望今缘的成功，也在市场

上形成一种跟风现象。 有些开发商开始尝

试大平层产品，这样是不太理智的行为。大

平层一定是拥有比较好的地段， 才能获得

成功。地理位置决定了大平层的价值，豪宅

要卖出高价，一定是基于某种资源的占有。

独栋别墅和大平层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产

品，它们的配套和资源是不一样的，独栋别

墅的价值体现在配套和资源两个方面。

因此，从长线来看，独栋别墅的价格肯

定会超过大平层，“城市独栋占据着城市稀

缺的土地、景观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有

人因此把独栋产品比作房地产里的 ‘硬通

货’，即独栋保值、升值和抗风险的功能显

著。”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贺铮

“独栋别墅肯定会越来越少，物以

稀为贵，越早买越好。这一点跟大平层

改善房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土地来说，

大平层随时都会有增量， 但是独栋别

墅则是卖一套少一套。”

根据锐理数据的统计， 从房管局备案

数据来看，目前成都的独栋别墅存量为651

套， 其中主城区的独栋别墅存量仅有2套。

业内人士指出，从供应端数据来看，目前成

都市场独栋别墅的供应量相当稀缺， 但在

市场上，独栋最大的“稀缺性”特点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 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

了独栋别墅的价格难以和大平层拉开差

距。

其实，只要对城市独栋别墅二手房市

场的情况稍作了解，稀缺性所产生和带来

价值便一目了然。以成都先前城市独栋别

墅最为集中的浣花溪－光华板块、望江板

块为例，由于板块内已无新增供应，独栋

别墅在二手房市场的转让价格已经悄然

一路走高。安居客和百度乐居的最新数据

显示，浣花溪旁的金林半岛，小区均价超

过6.5万元/平米， 双拼别墅的二手房报价

3200万，每平米单价高达9.1万，731平米的

五层别墅，报价达到了惊人的1个亿，单价

高达13.6万多元/平米。与金林半岛相邻的

草堂之春， 面积471平米独栋别墅的二手

房报价，也超过了4000万。光华板块的水

映长岛，300多平米的独栋别墅，报价基本

都在1500万/套以上， 价格高的为2500万/

套。望江板块的河滨印象，264平米的四层

别墅，每套报价也达到了720万～800万元。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独栋别墅在进入成熟

期后的价值已经得到市场的证明和认可。

据二手房中介工作人员称， 一直以来，类

似于金林半岛、草堂之春一类的城市独栋

别墅都保持着极高的市场热度，因为数量

很少，“基本上是出来一套卖一套”。在与

买家的接触中，很多客户表示，既有别墅

生活的自然舒适，又不失城市生活的便捷

是他们愿意花大价钱选择这类物业的根

本原因。

而目前集中在售的独栋， 集中在城

市近郊，具备城市别墅的特质，只是稀缺

性还未体现。城南区域，就有麓山板块、

牧马山板块等约10个项目在售。因此，购

房者还具有选择余地， 并没有感受到独

栋越买越少的紧迫感。不过，正合地产的

傅进春提到：“独栋别墅肯定会越来越

少，物以稀为贵，越早买越好。这一点跟

大平层改善房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土地

来说，大平层随时都会有增量，但是独栋

别墅则是卖一套少一套。 成都目前在售

的纯独栋别墅项目已经相当少了， 已经

全面出现库存告急的情况， 不仅在售的

项目相当有限，在这些有限的项目之中，

大部分也进入了销售尾声， 不少项目仅

余最后的几十套。独栋别墅的稀缺，在成

都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市场表现1：城市独栋抢手 1个包报300组来电

市场表现2：热销期提前 圈层活动瞄准老带新

解析2：稀缺性

城市独栋放得越久越稀缺

解析1：价格比较

独栋价格倒挂 并不因为产品差

解析3：增值潜力

房地产里的“硬通货”后市可期

建发浅水湾现房实景

“城市独栋肯定值得购买，这种产品是买一套少一套，今后会越来越难买到。”资深地

产人王晓白如是说。上周四，成都商报聚焦城市独栋新闻刊发后立即引发业内外的广泛关

注。记者走访了多个楼盘发现，市场对城市独栋的反响相当热烈：一个现场活动，立即成交

两套独栋；一个老业主带来3个新业主；一次广告，接到300组电话，预约到访数十组……作

为住宅市场上金字塔尖的产品，独栋别墅向来都很低调，少有公开发声。今年4月，独栋别墅

却抢了很多风头，开发商集体发力推货，市场去化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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