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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投诉：

买了车位无处停 爱车每天要临停

“负一楼是小区的恒温游泳池， 我的车位

正好位于游泳池的洗漱间下方。” 李先生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向物管反映情况后，物管为他提

供了一个临时停车位， 但由于小区车位还在出

售，所以时不时出现临停车位被别人买下占用、

他只能更换下一个临时车位的情况。 据李先生

称，从2014年8月到现在，他已更换13个临时车

位。“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一旦车位卖完咋

办？真金白银花了20万买的车位，现在每天停车

就像流浪汉一样无家可归……”

在这将近1年的时间里，李先生多次要求

物业调换车位或返还购买车位的费用。 他还

找到了开发商， 但中粮地产成都公司客户关

系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他：“车位既不退，也

不换。”

“我花了20万买的车

位，现在都不能停车！”家住

中粮·香榭丽都的李先生就

遇到这样的烦心事。2012年

10月27日，李先生购买了位

于二环路南二段的中粮·香

榭丽都的一套房屋， 同时花

20万元购买了地下停车场的

车位， 该房屋于2013年3月

31日交付使用， 李先生于

2014年8月进入小区， 但却

发现， 自己的车位上方由于

漏水一直无法停车， 在这近

一年的时间里， 他只能辗转

停在物业提供的临时车位

上———由于这些车位陆续被

卖， 李先生至今已更换了13

个临停位置。

20万买个漏水车位 1年换了13临停位

针对家住中粮·香榭丽都李先生的情况，物业表示开发商将在本月内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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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冠之争：孤独的保利

曾经激烈的销冠之争，在今年变得意兴阑珊。首先

是开发商诉求的变化， 销售规模诉求已经让位于利润

诉求，保利、蓝光、万科等企业都在强调自己对于利润

目标的关注，提升产品品质、服务档次成为开发商的一

致选择。“一年卖出××亿多杯，杯子加起来可以绕地

球××圈”的说法正在丧失吸引力。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保利在成都市场领先优势的扩

大，在过去三年里，保利基本保持了“月均销售10亿

元”的销售速度，虽然120亿元的年度销售规模（签约

数据，非备案数据）没有变化，但是保利在成都的优势

缺乏挑战者。 产品形态的多元让保利可以根据市场变

化，随时拿出“畅销项目”，前两年是以花语系为代表

的刚需项目，今年保利新增项目几乎全是“改善型”。

高歌猛进：恒大万达高速扩张

虽然在半年的销售榜单上还看不出结果， 但今年

上半年，与其他开发商稳守战线不同，恒大和万达选择

了高速扩张。万达在成都签下千亿级投资大单，敲定了

都江堰万达城、双流万达广场等新项目，同时青羊万达

广场今年上半年开盘。此外，通过与万科的合作，可能

取得万科拥有的商业项目的开发权。

恒大在2015年春节之前拿地的明星地块曹家巷广

场、中央广场将陆续入市。此外，恒大对于郊区物业加

大促销力度， 腾出资金和资源集中在主城区发展的战

略意图一直在坚持。据接近恒大的业内人士透露，集团

对恒大在成都的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据说是要求

在成都主城区至少拿下20个项目。”

领跑军团：得改善者得天下

除了一骑绝尘的保利，万科、龙湖、中海等企业都

在找回自己最为擅长的开发模式， 从今年上半年单盘

销售数据来看，改善型项目变成市场的绝对热点，在改

善型产品开发上拥有户型设计、 精装修以及后期服务

优势的万科和龙湖开始将关注目光锁定在这个领域

上，对应的新产品分别为龙湖源著和万科城。此外，龙

湖世纪峰景今年上半年成为出货主力，万科公园五号、

金域名邸、五龙山也都处于热销状态。

而今年上半年， 凭借九号公馆和桐梓林壹号两个

改善型项目热销，中海地产在成都依旧稳居第一集团。

此外，中德、合景泰富等企业得以进入前十，也凭借的

是大户型产品。以中德英伦联邦为例，上半年备案住宅

876套，备案面积10.11万平米，套均面积超过110平米。

失落贵族：渝派房企渐失竞争力

从前二十名的情况来看，与去年全年的数据相比，

出现了6个新面孔，光贸、蓝润、建发、恒大、万华、新希

望强势杀进前二十名。 有新面孔涌现， 就有老面孔退

出，九龙仓、合能、花样年已经失去了去年的光芒。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渝派房企”的集体失

落，在成都，除了龙湖之外，发迹于重庆的金科、隆鑫、

华宇、东原、协信等企业都光芒不再，很多公司目前都

是单项目运作状态，仅仅维持在成都的战略布局，但竞

争力正在逐步丧失。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高管：非人才过剩，而是缺高效人才

随着一周前成都万科总经理张晋

元的离职， 高管离职话题再次成为坊

间热议。 张晋元向外界透露离职主要

是“家庭原因，想回北京照顾父母”，

这不禁让业内人联想到今年年初协信

集团副总裁魏开忠离职时的消息：

“腰椎间盘突出症加重,不适宜继续工

作。”时隔半年，据可靠消息，魏开忠

目前担任集团副总裁一职。

在杨翠看来， 地产公司近两年开

始大量裁员， 折射的核心现象并非人

才过剩，而是缺乏高效人才。“这个市

场对职业经理人素质和能力苛求更高

了。”一位地产公司老总表示，以前招

一位负责工程的高管， 只需在专业之

外知道房子怎么卖， 现在还需对项目

前期把控， 甚至要有更强的社会资源

和公关能力。复合型、高效率成为其中

的关键词。“这部分人都在被各大企

业争抢，就算找到了也很难留住。”

中层：人心浮动，转型空间小

相对于高管变动频繁， 地产从业

者中间层的局面更是体现出集体迷茫

的状态。留，还是不留，都是问题。成都

晟华投资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马女士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前段时间4位地产

营销口的朋友一起吃饭，唯有她仍然在

岗。朋友们要不回家带孩子休息一段时

间，要不就在积极寻找转行机会。今年

不少地产营销总监都在互相倾诉销售

任务量重担，“卖不动就是黑锅”、“干

不好就走人”等语录广为流传。

转入代理行业、 广告行业等地产

上下游链条， 一直是地产人转行最大

的出口，然而从去年开始，随着地产行

业波及到上下游产业链的萎缩， 转入

金融投资公司房产业务领域的地产人

开始增多。“地产人的资源、 人脉，基

本在行业内打转， 而且大部分中高层

都封闭在一个区域里， 这就造成地产

人在面对事业转型时局限性很大。”

思考：巨变中如何等待机会来临

下一步在哪里？ 高策新源董事长

廖建华从思源离开后， 带着改造代理

行的梦想回到房地产时曾说：“如果

在行业低谷时进入能站住脚， 待行业

旺盛时，才会有更多的机会。”面对人

心浮动的地产行业现状， 他依然十分

坦然：“地产行业人的落差感之所以

最大，是因为他们经历过辉煌。那么现

在所要抱有的态度，要么勇于创新，投

身到这波巨变浪潮中，总会有所收获；

要么有足够耐心和成熟的工作态度，

等待机会来临。”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房企20强 6家换防

关键词：孤独的保利、扩张的恒大、生猛的万达、远去的渝派

昨日凌晨，成都透明房产网发布2015上半年成都房地产市场半年销售数据排行。保利和蓝光依旧占据销售

面积和销售金额排行榜的前两位，他们在成都市场的领先优势依旧无可撼动。从前十名的情况来看，绿地、万科、

龙湖、中海等企业表现稳健。而以“光贸集团”这个名字，中德世纪置业开始以一个企业的名义进入成都前十。

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抱住改善型住宅这根救命稻草，不再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偷

面积、降低总价，而是利用产品和服务来提升购房者的认可，是今年开发商们的一致选择。

焦虑的地产人：

留或不留都是个问题

关键词：张晋元魏开忠离职，中层调动频繁

“房地产行业经历过20年的黄金时代后，从新兴行业迅速沦转为传统行

业， 这种落差感让地产行业从业人员之间弥漫着人人自危的氛围。2014年

108家重点房企出现129次人事变动， 成倍增长于2013年， 到2015年上半

年，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刷新。”在与伯羽咨询合伙人、房产金融类猎头公司

海仕国际相关负责人杨翠聊及成都地产行业今年的人才输送变化时，对方强

调一个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企业对金字塔尖人才需求旺盛，变动频率

增大；另一方面是中层人员对风险敏感度太高。

实地走访：天花板渗水 6秒滴一滴

6月26日，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于二

环路南二段旁的中粮·香榭丽都实地探

访。“昨天晚上回来， 物管安排的临时车

位又被别人占了，太烦心了！”随后，李先

生带着记者来到位于负二楼的车库。记者

在现场看到，李先生的车位已由物管公司

拉起了警戒线， 并放置了正在维修的标

识，还有一张“此区域正在漏水，禁止停

车”的警示语。

记者看到，现场共有三个车位都存

在渗水漏水，分别是373、375、376号，其

中373为李先生所购买车位。“旁边375

号的业主准备卖房，所以不管这事，376

号也在向物管反映，但我暂时没有联系

上他。”

记者现场测量发现，车位上方屋顶平

均每6秒就有一滴水滴下来， 车位上方天

花板有明显渗水痕迹，并且外部的粉刷涂

料由于长时间浸泡已发霉并脱落。

物业：开发商出资 本月整改完毕

随后记者致电中粮地产营销总监梁

媛，对方表示：“之前并不了解这件事，刚

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们马上安排相

关人员处理，一定为业主处理好。”之后，

中粮·香榭丽都的物业管理公司向记者致

电表示：“对于李先生车位漏水问题，已

初步确定施工单位， 由开发商出资维修，

目前整改方案已确定， 预计7月内可完成

整改。”对方同时表示，这次维修不会只

修补车库，而是将负一楼的会所内部全部

重新做防水，从根本上解决漏水问题。

律师:如不整改可用法律手段

记者随后采访一名专业律师， 对方表

示， 李先生首先可以先通知开发商让其整

改，如果拒不整改，可要求开发商解除合

同并退还相关款项， 如果开发商拒不退

款，可考虑法律手段来维护权益。

成都商报记者 张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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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中粮·香榭丽都的李先生的车位上方渗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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