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万科成都在售项目可以发现，总

价60万以下的住宅基本消失。万科2013年

入市的新项目中， 住宅面积最小为70平

米，最低总价62万元，出现在金色城品。而

同样是70平米的户型，金色城市、金域蓝

岸的总价却分别达到了66万元和89万元。

据易居克而瑞的数据，去年成都一共售

出约23万套住宅，总价40万～60万元的住宅

约9.5万套，占比超过40%。在“60万以下”这

一主流总价段缺少产品布局，也制约了万科

2013年的业绩表现。而去年销售排在万科之

前的蓝光、保利、龙湖、绿地等企业，中低价

位的刚需产品都是销售走量的主力。

从物业形态的丰富度来看，万科在成都

的品牌开发企业中已经是翘楚，但产品总价

偏高让万科无法吸引市场上购买需求最旺

盛的刚需群体，丢掉这个“富矿”，让万科每

一个项目的销售都是在“啃硬骨头”。

万科60万以下产品的缺失原因显而

易见。第一，万科新项目都在城南或主城

区热门地块，地价高；第二，万科要做精装，

与清水房比单价要高出约1500元/平米。

2013年万科的表现较为失常， 上半年

可售项目少，主要靠五龙山、海悦汇城支撑；

从6月底起新盘扎推入市， 但市场表现差强

人意。 成都透明房产网数据显示，2013年成

都万科的销售额39.86亿元， 销售面积41.66

万平米，均列第七。与这两项指标分别排名

第一的保利和蓝光相比，都只有约1/3。

据成都商报记者的粗略统计，在2013

年之前，成都万科的销售额一直能占到集

团的5%左右。在实现千亿目标的2010年，

成都公司大约销售50亿元； 在集团达到

1200亿时，成都公司能卖60亿。但在2013

年，这一比例不到2.5%，下滑一半。

这一情况在2014年稍有改观。上半年

万科集团实现千亿销售额，而在成都，透

明房产网公布的备案销售金额刚刚突破

25亿，虽然成绩并不够突出，但已确保万

科重回成都市场三甲，与保利、蓝光的销

售额差距也缩小至50%以内。

进入2014年后，万科加快销售进度。今

年5月，记者曾对万科成都销售的项目做过

统计，金色城市、金色城品、华茂广场、金色

乐府4个主要销售90平米以下户型的项目，

平均去化率超过75%；万科TOP系产品（公

园5号、天逸、龙山别墅）去化率超过67%，

金域名邸和五龙山九墅则低于60%。

低存货比例一直让万科引以为傲。实效

机构执行董事吴昊曾分析，万科2011年的销

售额约为60亿，这是以只有70亿元可售房子

为前提的， 超80%的去化率在目前成都品牌

开发商中无人能出其右。 当时万科金润华

府、海悦汇城等经常位列单盘销售前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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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一网打尽

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首单”签约

7月15日起， 成都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在10家机构试

运行。记者从多家经纪机构了解到，目前已有不少房源信

息通过该平台发布，而首单交易日前也全程网上签约。

“更方便，更有保障！”刚刚使用存量房交易平台

进行二手房交易的市民交口称赞。 记者从率先进行平

台试运行的21世纪不动产获悉， 已有几单二手房房源

的发布和买卖通过该平台实现。

“陈先生委托我们出售一套南城都汇的套三精装

房源，我们首先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对该房源的真

实性进行了核实， 然后和陈先生签订了委托协议。”成

都21世纪不动产南城1店店长侯宗慧称， 以前他们核实

房源， 按照程序需要通过卖方的身份证信息和产权证

号，到成都房产政务分中心进行房源核验；而使用这个

系统后，只需在平台上输入卖方身份证号、房屋产权证

号，就可在系统上核验了。据侯宗慧介绍，该套房源目前

已经进入交易流程， 买家邓先生与陈先生、21世纪不动

产在平台上共同签订了经纪服务合同，下一步等正式买

卖的时候，再签订网签合同。

21世纪不动产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的每一个环

节环环相扣，无法跳过任何一个环节去实现交易，不仅

必须公开、透明、诚信地发布信息，而且整个交易都置于

社会的监督之下。 顺驰房产也是10家试运行机构之一，

总经理助理喻阳静认为， 该平台让二手房交易更加安

全、透明，对老百姓来说更有保障，因为所有房源信息都

是真实有效的。同时，对那些没有资质、没有备案的不规

范房地产中介也是一种有效约束。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继上周传出雷越姝接替周应杰出任中

海地产成都公司总经理之后，成都商报记者

又得到消息：成都中海地产营销管理公司副

总经理黄磊将于近日离任，这距离春节后他

空降成都不过半年。在去年底中海地产成立

集团直管的营销公司之后，由于成都营销管

理公司总经理人选空缺，黄磊实际上是成都

中海营销体系的最高负责人。

上任半年“闪离”

据悉，在周应杰调令宣布不久，中海

地产内部就宣布了黄磊的工作变化。7月

20日记者就此事致电中海成都公司营销

部负责人，得到的回复是“尚未发文”。

网上信息显示，2012年黄磊还是中海

深圳公司营销策划部经理。知情人士透露，

他在2013年曾被短暂派驻中海苏州公司任

职，而当年苏州公司销售额超过百亿，在中

海各地方公司中排名第一。

今年初黄磊履新成都时， 中海地产仅

有三个项目在售：中建桐梓林壹号、城南华

府、中海九号公馆。3月，中海少见地为九号

公馆举行了盛大的产品发布会，城南几乎所

有销售单价上万项目的负责人都出席了。5

月，九号公馆开盘，曾吸引了城南多个高端

项目行销人员前来“截客”。在前期推广阶

段，有消息称九号公馆将创下中海在成都高

层华宅的价格纪录，但最终采取了“低价入

市”策略，并对150平米以上大户型全部清

水房销售，并取得不错的销售业绩。

来自潍坊的接任者

据了解， 接替黄磊的将是中海潍坊公

司一位名叫徐柯的副总。知情人士透露，徐

柯和中海地产成都公司新任总经理雷越姝

曾在山东共事。2013年年底，中海地产和中

建地产合并后， 原中建地产成都公司总经

理雷越姝被派往山东烟台公司任职。

记者了解到，中海地产潍坊公司的前

身是中建地产潍坊公司，去年中海、中建

合并后更名为中海地产潍坊公司。搜房网

数据显示，目前中海在潍坊的在售项目仅

有大观天下，售价约为5500元/平米。

来自中海内部的人士透露， 雷越姝接

替周应杰、徐柯接替黄磊后，成都中海成为

中海系统内第一个由原中建系统人马担任

地产公司和营销公司一把手的城市公司。这

一趋势会不会在中海其他城市公司上演，或

许更值得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今日开讲：

商业投资新机遇在哪里？

手上有闲钱，想投资商业。但琳琅满目的写字楼、商铺、

公寓，该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要看哪些软件硬件

指标？如何选择开间和结构？如何分析商铺的地段和人气？

成都商报购房者大讲堂今日下午开讲， 本期邀请

到三位商业地产运营专家和操盘高手， 为投资者讲解

新形势下的商业动产投资。 三位专家分别是第一太平

戴维斯中介代理部助理董事曾伟雄、 锐驰营销总经理

冯珏和成都海博地产服务有限公司发起人黄海。

第一太平戴维斯是全球排名第四的房产咨询企

业， 曾伟雄目前全面负责成都及重庆地区商业楼宇营

销顾问、销售和租赁等代理业务。他将主要针对写字楼

的投资， 与投资者分享三大内容： 成都写字楼市场概

述、成都写字楼需求分析、如何进行成都写字楼投资。

锐驰营销总经理冯珏有着15年从业经验， 商业地

产操盘经验丰富，对商业地产观点犀利、见解独到。今

天，他将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话题：商业地产的创新

价值研究。“商业地产投资中，传统的模式受到越来越

来多的限制，投资回报越来越低。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和讨论一下，新的操盘模式、投资模式、运营模式，以及

如何进行全新模式的商业投资。”

“我将和大家分享新的形势和市场环境下，还有哪些

区域、领域适合投资。”成都海博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发

起人黄海，人称“海哥”，此前在成都房地产杂志上开“海

哥看铺”栏目，后发起成立了成都海博房地产服务有限公

司，他将为大家带来的命题是寻找投资新蓝海。

想要寻找商业投资的新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专家

们的精彩分享。赶快拿起电话报名，今天下午2点，不见

不散！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本周六到环球中心

选择最想投资的综合体

7月26日、27日，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将在环

球中心举办“综合体房交会”，囊括市场上正在销售的

优质综合体，业态包括商铺、写字楼和住宅，蓝光、万达、

万科、八益、建发等品牌开发商都将参展。想买下成都最

具投资价值的综合体，就到环球中心参加房展抢优惠。

本此参展项目众多， 有目前万达最火爆的郫县蜀

都万达广场、万科准新房项目汇智中心，还有创新城市

综合体、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以及成都首个配备私人

医生的国际度假区蓝光·青城河谷等。 针对这次房展，

开发商也拿出了不少特惠。 对于想要投资商业地产的

买房人来说，此时或许正是投资的好时节。

“成都最受欢迎城市综合体”票选同步启动

参与方式： 在成都商报手机客户端的活动频道找

到“票选成都最受欢迎城市综合体”参与投票活动，即

有机会获得千元消费卡、保温杯和代金券等。

成都商报客户端下载方式：

①

苹果手机：在苹果商店（

App Store

）搜索“成都

商报”下载；

②

安卓手机： 在

360

手

机助手、安智市场、豌豆荚、

应用汇等软件市场下载；

③

您还可以通过进入

http://app.cdsb.com

，或扫描

成都商报客户端二维码进行

下载。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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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时间：今日（

7

月

22

日）下午

2

点

地点：红星路二段成都传媒大厦

9

楼会议室

万科

变招

成都中海人事变动第二波，营销掌门黄磊“闪离”

原中建人马将全面执掌成都中海

购房中心上线

万科营销谋变

今

年上半年， 万科成为首个半年销售

额突破1000亿元的中国房地产企

业， 而成都全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也继

续排名全国第一。在成都，经历2013年的

短暂低迷后， 万科上半年以25亿的备案

销售金额让其重回成都前三。 从去年的

全年排名第七到今年的半年第三， 成都

万科在卖房环节投入巨大精力。 除了巨

大的人力资源投入之外， 万科借势互联

网思维对营销体系全面创新， 这些创新

的成果有望在下半年展示新的威力。

从上周起，万科购房中心即将试运营

的站牌广告出现在了全城各地。据了解，万

科将在金色乐府搭建临时购房中心， 购房

中心的职能相当于万科在成都的集中售楼

中心，提供从项目展示到销售的全程服务。

这里不只销售成都万科的在售项目， 也会

销售万科在全国乃至国外的项目。

“客观上讲，现在购房中心的设立

将为万科增加一个客户入口， 但其主要

功能不止于此。 对于一直坚持工业化和

标准化的万科来说， 每个项目上修建的

样板房、展示区基本一致，项目的产品差

异性已经很小。在此背景下，万科需要对

传统的销售工具、销售场所进行革新，未

来购房中心可能取代所有项目售楼部的

功能，甚至可能不会有项目售楼部。”万

科成都公司一位营销负责人透露。

据了解，万科的购房中心主要由万科

团队负责，同时邀请合作的大代理公司驻

场参与客户接待和销售工作。成都商报记

者获悉，此次万科推出购房中心只是线下

的落地方式之一，而在线上，万科今年还

有新动作，知情人士透露，万科的新动作

可能将掀起一场房地产的营销革命。

目前， 万科在

2012

年年底集中

拿到的地块，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卖

房成为万科的中心工作， 对于成都

万科来说， 当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之

后，能够调整的就只有营销。

人员的调整是第一步， 目前万

科已经确定了全新的营销团队。随

后，万科在营销方式上进行了调整：

春节期间的售楼部 “连市行动”

365

天不打烊；今年夏天推出“夜间售楼

部”；世界杯期间与蓝光的世界杯赌

局……这些都是万科的动作。

如果说以上只是万科在战术上

的调整，那么购房中心则是万科在战

略上的调整。购房中心开放之后，最坏

的结果就是在每天上万人流量的东

郊记忆旁为万科的项目多出一个展

示窗口，但万科肯定不满足于此。万科

在购房中心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将其

视为改变未来营销模式的战略抉择。

回归成都前三，去库存压力仍很大

状现

门槛提至60万，高总价考验销售功力

购房中心，取代售楼部的新渠道？

营销调整，从战术到战略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招新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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