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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出台新规

新房分批推售不得涨价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新
房分批推售不得涨价，实施精装修价格梯度管理
以防止借装修变相抬高房价。

根据日前印发的《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
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销售价格指导
工作的通知》，预、现售商品住房和商务公寓的批准
销售价格原则上不得超过上一年度至今同地段、同
类型新房的网签价格。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两次
申请价格备案时间间隔未超过一年的，原则上按照
前期备案价格进行批复。若申请价格备案时间间
隔超过一年，可按照定价指导流程重新申请备案价
格审批，但应优先参考前期项目的网签价格。

贝壳新房集市

南昌站首次开市

近日，贝壳新房集市南昌站在西湖万达圆满
收官。据了解，此次贝壳新房集市集结了逾 30个
楼盘参与活动，现场集好房、好玩于一体，活动持
续2天，吸引近万人观看。

本次贝壳新房集市携手鸿海水岸之城、旭辉中
心水投御府、海伦堡弘阳时光玖悦三大热门新房项
目，安排了专业的顾问介绍项目，解答购房知识相
关问题，还设置了巨型保龄球、海洋球等趣味十足
的互动游戏，吸引了周边大批消费者前来关注和参
与，大家在认真细致的讲解中挑选好房。除了新房
集市活动，贝壳南昌站还和开发商合作伙伴探索更
多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购房服务，未来新房集市将走
进更多的新房热门商圈，给客户带来更多优质好房
与更加专业的品质服务。 （君 君）

动 态

资源优越 模式创新
南昌龙湖天街加速城市商业升级

“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壮的，而
是能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达尔文的这句
真理，放在当下快速裂变的楼市中依然适用。

过去二十年，全国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
达 164 亿平方米左右，户均房产约 1.13 套。
仿佛已经走过了“缺房住”的阶段，但成交还
在不断上升，为什么呢？在一份研究报告中
指出，购买二套房及以上的购房人次占比逐
年加大。也就是说，史无前例的换房时代正
在走来。

这样的楼市就像一个浸在水里的金字

塔，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高，对于
居住舒适度的要求也更高，竞争力低的产品
就会被市场淘汰。

而以置换为内在动力的市场需求，会不断
向金字塔尖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集中。能够买
到这样的产品，才是跑赢了时代的一次置业，
才能在“物竞天择”的规则中立于不败之地。

什么样的产品处在兴国楼市金字塔一线
呢？起码需要符合三个条件：成熟城市配套、
低密健康环境、产品品质优越。在兴国，能同
时满足以上条件，热销红盘“碧桂园·新城之

光”当仁不让。
单日成交超 15套、来访超 300人次，“五

一”假期 5天销售额破 3千万元，仅兴国的业
主就超 1200户……项目首开至今，销售业绩
节节攀升，以红盘之势领跑兴国，碧桂园·新
城之光冠销兴国绝非偶然。

城东新区核心，成熟城市配套

碧桂园·新城之光雄踞兴国城东新区核
心产业新城板块，根据兴国县中心城区的空
间结构“三轴、两心、三片区、六组团”，以及
2015年赣州市政批复的整体规划来看，城东
片区已成为兴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区域。
其正在打造一个集生态居住、高端商务、科研
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产业新城。

随着城东新区的发展，项目周边2公里内
有农贸综合批发市场、卫府里、开乐购商城、阳

光超市、中影国际影城、中怡大酒店、康莱博国

际大酒店等配套，万象城商业街从餐饮、汽修、

美容到超市百货应有尽有，生活配套完善。

纵横双主干道 快享出行速度

项目择址城市主轴线，地处模范大道与

迎宾大道主交会，扼守兴赣高速和 319国道

两大交通要道，距离兴赣高速约3km，上高速

后可以直达各个乡镇，方便快捷。经模范大

桥和在建的红军桥距离老城区仅一桥之隔，

出行非常便利。

约2万平方米围合式景观园
林，坐拥低密度健康环境

小区内部的配套才是真配套，项目规

划有超过 2万平方米的围合式大园林，给业
主大面积的活动及休闲空间，配备儿童专
属童梦乐园、老年活动中心，以及环形跑道
等七大定制主题乐园。碧桂园的立体园林
拥有中心园林景观和高绿化纯鲜氧。是一
个把家安在公园里的小区，真正做到了户
户瞰景。

项目规划约 13 万平方米建筑群落，功
能完备，全龄段社区配套。容积率仅 2.2，
绿化率超 30%，最宽处约 140 米楼间距，极
大降低住区人均密度，进而保障居住私密
性和舒适度。

与此同时，项目自建第八幼儿园，周围
学府环伺，在家门口就能上幼儿园，让孩
子赢在起跑线上。据悉，其建筑面积约
107 平方米至 140 平方米三至四房，深受市
场喜爱。 （陈 龙）

享城市向东区域红利

集众多优势于一身的高铁，在带给民
众便捷的同时，也给当地的城市建设带来
巨大利好。2019 年 10 月 29 日，南昌高铁
东站启动“第一拆”，2020年 6月施工单位
正式进场，截至目前，南昌东站建设正全
面有序推进中。选址在青山湖区东片区
的南昌东站，位于昌东天祥大道与广州路
交会处，规划8台16线，预计2023年9月投
入使用，建成后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可达
2860万人次。这座承接京港高铁、三南高
铁等线路的高铁站，与南昌站、南昌西站
将构成南昌更为完善的高铁交通网络。
它不仅是联系北京、广州方向的快速通道
节点，而且通过昌景黄铁路与京福高铁、
黄杭高铁的衔接，能便捷联系杭州、上海、
南京等长三角城市。

围绕高铁东站的建设，南昌市积极谋
划、攻坚克难，同时有序推进高铁新城建
设，控规区域为高铁南昌东站周边区域，
东至规划东路、西至昌东大道、南至昌南
大道、北至解放路，面积约 22.42 平方公
里，计划总投资约 307亿元，力争 5年内聚
集20万人口。

南昌市充分利用高铁带来的人流、物
流、信息流，发展高铁经济，在南昌东站区
域建设高铁新区，将为昌东地区经济崛起
提供动力，形成大南昌都市圈沟通南北、

面向长三角区域的新经济门户地区。
2021年南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
进南昌空港新城、向塘陆港新城、南昌东
站高铁新城、九望新城、南昌现代职教城
五大功能新城建设，提升南昌辐射带动能
力。南昌城东区域的高铁新城建设将成
为融合高铁交通枢纽、区级行政中心、商
业商贸、商务办公、旅游服务、文化娱乐为
一体的城市副中心。

随着高铁东站建设的顺利推进，城市
向东利好日显，整个昌东片区及罗家镇高
铁新区的开发与建设加速推进。南昌龙
湖天街作为青山湖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于2019年7月正式落地于此。

地铁TOD进一步优越加持

上文所述的南昌市2021年100个重点
推进项目中，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就有 4
个。在开通轨道 1、2、3号线的基础上，今
年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总投资逾 555.8 亿
元，重点推进南昌地铁 4 号线工程建设，
及南昌地铁 1 号线北延、东延和地铁 2 号
线东延开工建设。这其中，南昌轨道 2号
线东延线，起于辛家庵，终于南昌东站，其
将联通九龙湖、红谷滩与老城区，辐射东
站新城，打通东西主干道的经济流量，满
足城市扩张的需求，进一步有效推动城市
更新。

轨道建设如火如荼之下，沿线土地开
发呈现前所未有的热度，TOD一跃成为网
红名词。即以高铁、地铁、公交等公共交
通站点为中心，在其400米至800米不等的
半径范围内，进行物业开发，建立集工作、
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等功能为一体的综
合区域。早在2003年，龙湖重庆北城天街
项目就开启了TOD模式探索。2020年12
月 30日，重庆金沙天街开业，标志着全国
首个五轨合一商圈高铁TOD项目重庆龙
湖光年正式投入运营。经过近 20年实践
经验，龙湖TOD项目已覆盖全国20余城，
持有近70个项目。

南昌龙湖天街，占据城市优越地段，
设站地铁2号线东延解放路东站，正是“地
铁上盖”TOD模式的全新代表，实现换乘
与购物零距离，兑现生活的便利，兑现消
费的流量，为整个解放东路商圈注入全新
的商业力量，发展前景备受看好。

定位城东时尚妙趣生活中心

根据龙湖商业发布的 2020 年度全年
业绩公告，其旗下商场全年销售额达 305
亿元，同比上涨 14%，其中平均出租率达
97%，日均总客流达到 151 万人次。截至
2020年底，龙湖商业已在全国 27个一、二
线城市，布局超百座商业体，开业商场达
49 座，整体出租率达 95%，商业会员超千

万，战略合作品牌超 340 家，合作品牌超
4500家。

南昌龙湖天街作为江西首座天街项
目，地处南昌城东中轴核心地段青山湖区
解放东路与高新南大道交会处，总建筑面
积 12.6 万平方米，商业总租赁面积 5.4 万

平方米。主要规划有超市、品质服饰、潮

牌、数码、美妆、咖啡西餐、书店家居、

KTV、儿童培训、儿童游乐、影院、各类餐

饮等，一站式全方位满足城东消费者吃、

喝、玩、乐、游、购、娱、教等需求。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龙湖对场区内拥

有百年历史的三公庙，进行保护性重建，

围绕三公庙，进行建筑，景观设计，保留历

史文化，恢复历史建筑活力，同时结合铂

金岛与天街商业体联动，形成超10万平方

米的商业规模，打造南昌独有的国潮风情

街，使历史和现代感相互交融，和谐共生，

必然成为现代人梦回唐朝的网红打卡地。

青山湖天街招商已全面启动，目前主力

店与次主力店招商工作已基本完成，引进了

永辉超市全国第三家、江西首家精标店，金

逸影城南昌首家配备LUXE巨幕厅的直营

旗舰店。针对品质家庭客群，青山湖天街引

进了孩子王、吉的堡昌东首家旗舰店，以及

首进南昌品牌，快乐街区和龙小湖探探屋。

随着招商工作的推进，青山湖天街在 2022
年将带给昌东市民一个全新的、充满时尚和
趣味的生活社交中心。 （熊凤玲）

近日，南昌市政府正式遴选出
2021年全市100个重点推进项目，
作为青山湖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南昌龙湖天街赫然在榜。这个定
位为城东时尚妙趣生活中心的城
市综合体，正以全新TOD模式，进
一步推进城东商圈的成长成型与
城市格局的革新，完善解放东路商
圈的功能和城市配套，加速城市商
业升级。

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1至5月房企
拿地排行榜报告显示，2021年1至5月，
TOP100房地产企业拿地总额 13274亿
元，拿地规模同比增长 14.3%。万科以
709 亿元居金额榜首位，碧桂园以 860
万平方米居面积榜首位。

从新增货值来看，“两集中”政策带
动货值增速显著。报告显示，2021年 1
至 5月，保利发展以 1801亿元占据榜单
第一，融创中国和招商蛇口紧随其后，

累计新增货值规模分别为 1620亿元和
1570亿元。TOP10企业1至5月新增货
值总额38129亿元，增速显著，主要由于
11城集中供地，货值增速明显。

报告指出，土拍“两集中”政策对房
企单月拿地额影响较大。2021年 5月，
50 家 代 表 房 企 拿 地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32.1%，增幅显著，主要是由于5月北京、
杭州、南京、苏州等 11个热点一二线城
市集中供地，拉高了总规模。

2021年 1至 5月，50家代表房企招
拍挂权益金额占比均值为 80.8%，较 1
至 4月有所下降，合作拿地力度有所增
强。报告认为，主要是 5 月土拍“两集
中”北京、杭州等城市中，房企合作拿地
有所增加，但是招拍挂拿地权益金额占
比依旧低于2020年同期，此种情况已成
为今年常态。

城市受“两集中”政策影响明显，1
至5月，50家代表房企拿地面积TOP10

城市中，9城均为“两集中”土拍城市，其
中，重庆继续以累计优势位列第一，杭
州和南京受 5月集中供地影响，房企投
资面积分别占据二、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温州作为唯一一个
22 城以外城市，位列第 5 位，颇受房企
关注。“两集中”政策出台后，重点 22城
短期供地停滞，部分企业转战热点三四
线城市，导致这部分城市土地市场明
显，温州即为典型。 （丽 芳）

碧桂园碧桂园··新城之光以改善品质热销兴国新城之光以改善品质热销兴国

（本文图片由碧桂园提供）

人
居
美
宅

人
居
美
宅

前5月百强房企拿地金额同比增长14.3%

（图片由龙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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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昌市东湖区墩子塘街道右营街社区
党委联合右营街小学党支部、工控集团摩制管理
处党支部开展“永远跟党走——重温百年历程 传
承红色基因”活动，党员们前往方志敏烈士陵园、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小平
小道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要学好党史，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提升社区居民幸
福感。 （张 君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