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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房产

最新资讯一网打尽

改善的春天持续发力

一部分嗅觉敏锐的标杆房企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便着手布局改善产品， 成为今年上半年楼市的

大赢家。以保利地产为例，2014年，保利地产成都

推货比例为“70%刚需、30%改善”；今年上半年，

保利地产产品结构实现了 “70%改善、30%刚需”

的惊人调整。 而据保利地产成都公司营销总监陈

健兰透露，截至6月29日，公司半年认购金额已高

达60.8亿元人民币。

“从5月开始，我们楼盘无论是来电还是来访

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并且成交量也在不断攀

升。” 润富国际花园营销总监罗远中表示，6月第

一周润富就成交了20套， 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销

量也很不错。“据我的了解，整个成都高端大平层

市场的表现都很不错。”

而据龙湖相关负责人透露，5月龙湖世纪峰景

单月销售金额突破2亿元， 较4月成交上升60%左

右。而进入6月，截至6月20日世纪峰景项目销售已

超过1.5亿元； 在6月14日开盘的龙湖源著当天推

出的212套小洋楼开盘去化173套，揽金2.1亿。

保利的城市墅路径

2015上半年， 小别墅与大平层构成改善市场

绝对产品供应。其中，以“保利70墅”为代表的

180～200平米城市联排和以中海系为代表的大平

层分外耀眼。

以上半年市场呼声颇高的保利·湖心岛为例，

项目主要产出180～200平米都市岛居联排和100～

140平米全景岛居洋房。 其中， 总高13层的洋房产

品，户户坐北朝南，标配观景阳台及衣帽间套房。湖

心联排，则是保利地产“70墅”的典型代表。这一专

为70后人群打造的别墅系列，虽严格控制面积段和

总价，却不以牺牲居住舒适度为代价。负一层为全

赠送娱乐空间， 每个房间都做到了全套房设计，配

备大花园+大观景露台。位于新双楠片区的保利花

园五期·悦榕郡，亦针对改善人群推出类似洋房、联

排产品组合。两个项目在同个周末开盘，一举创下

了7.5亿元的惊人销售业绩。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

保利·湖心岛、保利·两河森林、保利·狮子湖、保利·

锦江里、保利花园五期·悦榕郡以及保利·公园九里

等项目中均规划有类似小型城市别墅。

中海大平层统治力

单盘销售金额半年榜单前五， 九号公馆与桐

梓林壹号双双上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海地产

在成都高端大平层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实

上，依托中海·城南1号、中海·城南华府、中海·城

南官邸打下的坚实基础， 中海在中高端改善人群

中的形象便分外鲜明。

以上半年热销的中海·九号公馆为例，除了优

越的地段外，产品素质更堪称一流，170～245㎡户

型全部采用正南北、纯板式、两梯两户设计。超薄

楼体，合理的面宽进深比，配合豪华大通厅，凸显

了大平层的通透性。另外，大通厅两侧设双阳台，

巧妙实现了室内空间室外化。关键的是，九号公馆

所有主要功能房还全部向南面朝中庭， 极易打动

二次甚至三次置业者。

与中海·九号公馆相比， 桐梓林壹号虽同属改善

范畴，但却成功实现了差异化定位。其供应的88～141

㎡中小户型，有效避开了可能出现的同门竞争，折射

出中海地产在高端物业开发领域的老道和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环球汇·天誉能在竞争激烈的

攀成钢区域成功突围， 亦显示出合景泰富高超的

大平层操盘功底。 这个在合景泰富内部被称为

“城东誉峰”的项目，上半年单盘备案金额超11亿

元。依托誉峰积聚起的人气，合景泰富依然是成都

高端大平层领域的标杆品牌之一。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熊沙杉

排行 项目名称 备案面积（万㎡）

1 中德英伦联邦 10.11�

2 世茂城 9.63�

3 华润二十四城 8.92�

4 环球汇天誉 8.20�

5 中海九号公馆 8.17�

6 瑞安城中汇 7.54�

7 南城都汇 7.42�

8 美城悦荣府 7.29�

9 保利玫瑰花语 7.27�

10 成都绿地中心 7.14�

全域成都住宅销售

排名TOP10

（备案面积）

排行 项目名称 备案金额（亿元）

1 环球汇天誉 11.44�

2 中海九号公馆 9.71�

3 华润二十四城 9.02�

4 麓湖生态城 8.21�

5 桐梓林壹号 8.01�

6 中德英伦联邦 7.97�

7 南城都汇 7.02�

8 成都绿地中心 6.08�

9 瑞安城中汇 6.03�

10 世茂城 5.87�

全域成都住宅销售

排名TOP10

（备案总额）

全域成都商业销售

排名TOP10

排行 项目名称 备案金额（亿元）

1

合力达建设西

部食品城

4.38�

2 新南中心 3.63�

3 世代积家 3.23�

4

上风港时代广场

3.17�

5 天来国际广场 2.77�

6 华润二十四城 2.41�

7

成都万贯五金

机电配送大市场

2.38�

8 龙湖金楠天街 2.26�

9 成怡嘉苑 2.21�

10 coco国际 1.98�

（备案总额）

排行 集团公司 备案面积（万方）

1 保利 46.76

2 蓝光集团 39.40

3 绿地集团 28.59

4 光贸集团 23.05

5 龙湖地产 22.85

6 华润置地 22.53

7 置信集团 20.40

8 万科集团 18.91

9 中海集团 18.71

10 蓝润集团 18.35

11 恒大地产 15.31

12 中国铁建 14.38

13 世茂集团 14.36

14 花样年集团 12.18

15 鸿展集团 12.01

16 合景泰富 11.76

17 中铁二局 11.64

18 成都环美置业有限公司 11.24

19 新希望集团 10.97

20 建发集团 10.79

房地产企业全域

成都销售排名TOP20

（住宅、商业、办公、车位）（备案面积）

排行 集团公司 备案金额（亿元）

1 保利 35.29

2 蓝光集团 32.05

3 华润置地 23.48

4 中海集团 22.66

5 绿地集团 20.94

6 万科集团 20.54

7 龙湖地产 18.28

8 合景泰富 15.00

9 中国铁建 12.70

10 光贸集团 11.75

11 蓝润集团 11.48

12 中粮 11.16

13 国嘉地产 10.97

14 置信集团 10.94

15 建发集团 10.82

16 恒大地产 10.49

17 世茂集团 10.48

18 万华投资集团 10.10

19 新希望集团 9.39

20 中铁二局 8.01

房地产企业全域

成都销售排名TOP20

（住宅、商业、办公、车位）（备案金额）

茶楼，是国民经济指数最敏感神经的宣泄场所

之一。几年前，邻桌的最热话题一定是：“这那个房

子买成好多钱”、“南门的房子还是不错” ……今年

上半年，话题转换成了“他简直买到了，暴风科技”，

“昨天跌惨了，你跑脱没有哦……”

股市绿脸时，开发商常常丢出飞机稿，劝大

家保值还是靠不动产；股市飘红时，改善型、高端

型楼盘的销量也蹭蹭地莫名上扬。这两端，都牵

扯着

2015

上半年经济形势。而从刚刚出炉的成都

楼市半年报数据中，也可窥见端倪：

改善型的楼盘成为上半年主力， 说白了，就

是大家还是有换房的动力。 挣了钱为的是啥？不

过就是

40

岁有一套大房子，面朝大海基本是情怀

与梦想，照进现实的是四房大平层，或者

200

平米

的小别墅。抓住这一波的开发商，也就是上半年

数据最好看的企业。保利的小别墅如此，麓湖排

名上升如此，环球汇·天誉、中海九号公馆单盘成

绩如此出色更如此。

房子不好卖了，人就难留了。两周没联系，再

打电话，已离职。今年上半年最突出的是品牌公

司高管变动多，万科的张晋元离职了，蔡雪梅离

开世茂去做

O2O

平台了……而还有很多人是：

不干地产了！成都平添那么多时尚面馆，据说有

2/3

都是地产人的创业项目。

从企业和整个行业来看， 有人总结了一句

话：“保利越来越孤独了。”这是对保利的肯定，但

也是对各房企之间差距拉大的实录。保利还是今

年上半年的销冠 。 与去年同期房企销售排名

TOP20

对比，有

30%

的房企已跌出榜单，第

20

名

的入围门槛也在降低。 一些曾经风光无限的房

企，在今年上半年也显得格外沉寂。

在成都楼市中，更难的是商业。大量的投资

资金都涌入股市， 商业的沉寂自然在情理之中。

2015

年上半年， 全域成都商业销售面积

115.66

万

平方米，而截至

2014

年底，可售商业存量高达

1824

万平方米，按此消化速度，需要七八年！

那么问题来了，今年下半年，到底该买股，还

是买不动产？下半年，你还想着一房暴富，一股暴

富？还是干好本职工作，认认真真挣工分吧！

楼

市

热

评

下半年，买股还是买房

□

熊沙杉

低密产品、大平层

撑起2015半年楼市

关键词：改善发力，独栋联排争锋大平层

今年1～6月，全域成都单盘备案金额榜单前五：环球汇·天誉、中海·九号公馆、

华润·二十四城、麓湖生态城、桐梓林壹号。2014年，半年榜单前五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刚需。而今年，榜单前五为清一色的高端产品，甚至豪宅。应该说，在最近5年里，

改善型楼盘从未有过如此高光时刻。在市场形势危急、此前购买主力刚需客户观望

情绪浓重之际，改善客群在2015上半年率先爆发，成为市场成交中坚。

政策调整：政策松绑为楼市注入强心剂

降息、降准、“3·30新政”、放开限购限贷……

今年上半年，政策松绑成为楼市毫无疑问的重要关

键词。而一系列利好，为当前的成都楼市注入了强

心针。在多种政策利好的情况下，成都楼市二季度

住宅市场明显回暖，备案面积与备案金额环比分别

上涨6%和11%。一系列房产新政在成都楼市上的直

接表现，就是改善型住宅上半年抢眼的销售数据。

交通提速：地铁快铁公路拉动楼市热度

去年年底， 成绵乐客运专线开通拉开了成都

交通路网建设全面提速的序幕，随着成都地铁2号

线东延线开始试运行， 附近楼盘无论是来访量还

是成交量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6月的最后一天，

红星路南延线主干道终于全线打通， 这对于城南

楼盘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而随着地铁其他线路

的建设和相继开通，公路路网的不断完善，对购房

者而言无疑是扩大了购房半径，可选择楼盘更多；

而对开发商而言，又是一个增加销量的利好消息。

区域发展：天府新区从图纸走向现实

今年上半年天府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进

展， 各项配套设施逐步落地。 以教育为例，5月29

日， 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与成都市教育局签

署了《加快提升天府新区教育品质的合作框架协

议》， 宣布四七九中正式签约落户天府新区。至

此，天府新区可谓名校云集。天府新区建设的加速

也带动了区域内各楼盘建设， 麓湖艺展中心上半

年正式开门迎客，成为天府新区又一文化地标；铁

狮门开发的麓岭荟即将亮相； 合能开发的麓山城

也已亮相； 而蔚蓝卡地亚天府新区新项目也在快

速建设中……

土地抢夺：市中心地块快速补缺

从青羊区西岭路纯商业地块到人民南路三

段地块，再到春熙路一医院商业用地和武侯区簇

桥街道用地，今年，蓝润在成都已拿下四宗超过

188亩的商业地块，花费资金超过32亿元。除此之

外，蓝润5月8日以3.39亿元拿下攀成钢22.87亩的

住宅兼容商业用地。 从蓝润上半年拿的5宗地块

可以看出，大部分地块都集中在市中心，并且多

为商业地块。而除了蓝润，恒大曹家巷广场开盘，

也是恒大进城之后首个开盘的市中心项目。同

时， 永立开发的永立·新成都项目也已亮相，而

“铁半城”的全面改造也即将启动。成都楼市在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外扩之路后，市中心也开

始启动填空补缺。

投资加注：万达千亿重注成都

4月4日， 万达集团和成都市签订了共计1020

亿元的投资协议， 计划将涉及文化旅游、 医疗卫

生、电子商务、城市综合体等领域。除开投资成都

的1020亿元投资，在成都，万达集团已向成都投入

了300亿元，在成都修建了4座万达广场，1座7星级

酒店，以及2个住宅项目。而从万达今年投资的几

个重型项目的形态可以清晰看出， 轻资产已成为

万达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发展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熊沙杉 陈佳曜

上半年三件事：

政策松、抢地凶、投资猛

时至年中，盘点成都楼市的大事记，资金、土地和项目这三个方面成为了关键

词。资金的大手笔投入，土地市场的争夺战，和项目开发背后的影响，无疑都是行业

关注的焦点，也是本次成都楼市上半年大事记关注的核心。

2015成都

楼市中考

产品

亮点

2015成都

楼市中考

重大

事件

数据来源：

房联·透明房产网

制图 帅灵茜 帅才

楼市

中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