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资讯

抚州市区买房

可享50%契税补贴

本报抚州讯 （记者杜金存 实习生雷少
杰）8月 4日，记者获悉，抚州市房管局、市财
政局日前制定公布了市中心城区《个人购买
普通商品住房推行财政补贴的操作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 5月 22日起实施），以商
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起始时间，凡今年
5 月 22 日后个人购买的普通商品住房，契税
实行先征后补，购房人缴纳契税后，经申请、
审核后，由同级财政给予50%补贴。

据介绍，《办法》受理范围为市中心城区
国有土地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补贴对象
为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 1.0 以上，单套建
筑面积在 144平方米（含 144平方米）以下的
普通商品住房；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
为起始时间，凡今年 5月 22日后购买的普通
商品住房。具体操作流程为契税实行先征
后补原则，购房人缴纳契税后，前往市房管
局交易中心大厅设置的“补贴”窗口提出补
贴申请。

抚州市房管交易中心对申请人提供资
料进行审核后，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由交
易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从专户资金中拨付
申请人缴纳契税的50%给申请人。

洪大集团在昌举办

庆祝建军88周年主题活动

8 月 1 日，由洪大集团主办，江西省新四
军研究会协办的“弘扬八一精神、再创洪大
伟业”——建军 88 周年主题活动在新洪城
大市场展示中心隆重举办。洪大转业退伍
军人、新四军研究会代表及党员、商户代表
500 余人欢聚一堂，同庆建军佳节，共叙鱼
水深情。

据了解，洪城大市场商户中有很多转业
退伍的军人，退役后发挥了部队的优良作
风，做到退伍不退色，为市场、为社会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洪大集团纪委书记王跃军表
示,今年是八一建军 88 周年，也是洪大 20 周
年华诞，此次活动响应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号召，更好地凝聚市场中广大转业、退
伍军人力量，在洪大转型升级和‘二次创业’
的关键时期，军队敢为人先，百折不饶的精
神和优良的传统将会推动我们商户、企业更
进一步地做大做强，成为洪大二次创业的重
要精神力量。

7月百城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54%

已连续上涨3个月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
数对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
据，2015年 7月，全国 100个城市（新建）住宅
平 均 价 格 为 10685 元/平 方 米 ，环 比 上 涨
0.54%，已连续上涨3个月。从涨跌城市个数
看，46个城市环比上涨，53个城市环比下跌，
1 个城市环比持平。与上月相比，本月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减少 7 个，其中涨幅在
1.00%以上的城市有 13个，较上月减少 2个；
本月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增加 7 个，其
中跌幅在 1.00%以上的城市有 17 个，较上月
增加5个。

同比来看，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
均价与 2014 年 7 月相比下跌 1.38%，跌幅较
上月收窄 1.32个百分点。按中位数计算，全
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中位数为6993
元/平方米，环比微幅上涨 0.03%，同比下跌
2.11%。另外，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
住 宅 均 价 为 19580 元/平 方 米 ，环 比 上 涨
1.15%，涨幅较上月扩大 0.06 个百分点；同比
在连续下跌7个月后，于本月转为上涨，涨幅
为1.30%。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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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与盈石中国投资巅峰对话在昌举罗杰斯与盈石中国投资巅峰对话在昌举办办

中国首个星级潮玩地标盈石中国首个星级潮玩地标盈石IMIM广广场初亮相场初亮相
8月2日，盈石 IM广场全新亮相之际，与索

罗斯齐名的全球三大金融巨头之一——国际
著名投资家罗杰斯亲临南昌，与盈石中国董事
长司徒文聪、筑城集团副总裁李韦杰、盈石商
业产权管理公司总裁季峰一道，共同与盈石 IM
广场项目的准消费者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

罗杰斯坦称，中心城市核心地段的房地
产产品，永远是抗跌性最好、增值性最强的板
块——熊市抗跌、牛市领涨是其最明显的一大
特点，因此成为投资者最安全的资产配置方
向。以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为例，实体商业仍
然具有强大的发展前景与不可替代的现实作
用。华尔街对股市获利资产的处理方式之一，
也是优先购置市中心的优质商业资产，并选择
像“盈石中国”这样优秀与专业的资产管理公
司进行管理与处置，以获得长期的增值。司徒
文聪、李韦杰、季峰三人侧重对商业地产的发
展模式、盈石 IM 广场的项目定位与规划及其
亮点，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阐述。

据了解，2013 年 IM 广场作为市中心唯一
的地王项目，以 9.17 亿元摘牌荣登南昌地王。
此后较长的时间内，开发商潜心于项目的创新，
迄今，IM广场定位为中国首个明星主题潮流娱
乐商业体，将打造成为以“潮、玩、星”三大主题
为主的 13万平方米一站式新生代潮流体验中
心——项目在外立面上，设计了钻石体切割的
创意外观，并通过通透的玻璃建筑立面，为年轻
消费群打造一个犹如钻石般光彩夺目的潮玩空

间；在业态规划上，首创乐盈百货+时尚天堂+
24小时空中休闲街区的2茂1街全新互动式商
业模式；计划引进成龙影院、潘晓婷台球馆等数
十家明星品牌体验店，并引进ELL名品荟、DIG
超市、韩流百货、雅宝荟等主力店，以及 Mc⁃
Queen、TOD'S、周生生、谢瑞麟、大白鲸、麦颂
KTV等知名品牌……拟将潮流、玩乐、美食、购
物、明星互动体验完美结合，真正打造南昌中心
不可复制的星级体验潮玩新地标。 （正 朝）

目前股市进入回调震荡阶段，在艰难的保卫
战中博弈；全国楼市成交量回暖的趋势却没有改
变，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5月份30个典型城市总

成交量创近6年来同期新高之后，6月份成交量
增长环比有所收窄，但成交量依然是高位运

行。时间往前 4 个月，当时股市一路狂
飙，沪市从2000点一路狂飙重上5000

点，时间也仅仅为 3 个月左右，
“卖房炒股”之声不绝于耳。

从投资资金上
看，因投资渠道的狭

窄，股市和楼
市是投

资市场跷跷板的两端，股市行情上涨时，投资资金流
向股市，直接影响楼市的成交量，股市暴跌时，投资
者个人资产缩水，购房能力降低，加之投资者把资金
继续补仓，等待翻盘，资金难以进入楼市；当股市长
期低迷时，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楼市，楼市作为固化
资产、能保值增值，它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2007
年10月到2008年10月，上证指数从6124点倾泻到
1664点，并在此后6年一直处于熊市，而全国商品房
平均价格从2007年的3864元持续上涨到2013年的
6237元，似乎佐证了这一论断。但沪市在2014年年
初2000点左右涨至阶段性最高位5000多点，而同期
深圳、北京等地成交量和房价也在快速上涨，又证明
了股市与楼市也是同步共振发展的。

股市和楼市作为投资市场的两大“资金池”，
其走势主要受货币政策和流动性驱动，容易

受货币宽松而上涨，因银根紧缩而
下 跌 。 2007 年 、2009

年 、2012

年、2014年下半年，皆是货币宽松期间，股价和房
价易涨；2008 年、2011 年、2014 年上半年，皆是货
币偏紧期间，股价和房价易跌。在资本市场长期
发展来看，楼市与股市更多是共振效应。股市繁
荣，上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渠道畅通，融资成
本低，资金压力少，开发企业开发成本降低，房价
回归理性，成交量上升，楼市健康发展；此外楼市
繁荣，经济才会好，企业经营向好，股市中房地产
板块利好，从而带动金融、建筑、建材等相关板块
向好；一旦股市平稳上涨，股民从股市中赚钱又会
反哺楼市，使楼市进一步平稳健康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下，股市作为配置资金的重要
手段，其地位无可替代。而目前楼市中，刚性、改
善性住房需求构成房地产市场主要动力，楼市也
有稳定的发展空间，楼市和股市是投资者投资的
两个最重要的战场，卖房买股，收割股市，都是非
理性的投资。股市繁荣带动楼市发展，楼市健康
推动开发企业及相关行业企业平稳发展、财务数
据飘红，又有利于股市理性繁荣，股市楼市联动

共振，投资市场才能向好。

7 月 30 日下午，江西近百家各领域龙头
企业和数十家主流媒体齐聚恒大中心，共同
出席“携手恒大，共赢未来”恒大中心战略合
作发布会。此次发布会也吸引了一直以来对
恒大中心高度关注的置业群体。

为了呈现高规格商务品质，恒大中心在
产品打造方面严格同步国际5A标准，以玻璃
幕墙和顶级石材的经典组合、全精装大堂，塑
造地标昭示力；12 部国际商务电梯、千余写
字楼停车位，助力高端商务未来；中央空调新
风系统，打造舒适高效办公；不管是从整体形
象还是产品品质，恒大中心都无可挑剔。

作为新一代的商务标杆,南昌恒大中心
先天条件优越，可全面满足企业的高端生态
办公需求。坐落于高新核心的恒大中心，自
然环境可谓得天独厚。2500亩艾溪湖世界级
湿地公园、6750亩艾溪湖环伺左右；6000亩青
山湖、22000亩瑶湖、江西省母亲河赣江，信步
即赏。项目周边充沛水资源和茂密植被,带来
源源不断的馥郁纯氧，由里到外滋养身心。

除此之外，南昌恒大中心还可完享超级
都市综合体的完善配套。恒大商业中心、恒
大影城、皇家会所、高尚住宅、精品公寓环伺
左右。据了解，恒大中心最小面积约 86㎡，
最大面积约 1600㎡，通透大开间可随意组
合。步入样板间，标准层层高达4.1米给人震
撼，与其他写字楼的办公空间相比，恒大中心
的视野开扬，为入驻企业成就高远理想提供
了上佳的商务空间。恒大中心更独创南昌精
装写字楼模式，送 1200元/㎡精装，让企业省
时省力高效的掌控商务先机，拥享高品质办
公体验；项目采用 15CM 全钢防静电网格地
板，自由布局商务脉络，楼面更加整洁、美观、
高效、便利。据悉，恒大中心目前认购可享受
开盘85折钜惠，折后单价7700元/㎡起。

近日，江西省建筑产业化（新材料）技术
和应用高峰论坛在昌举行。当天江西省房地
产行业有关部门领导、江西省多家金融机构
及赣、鄂、沪等地 100 多家优秀企业共计 200
多名代表集聚一堂，见证了卓达集团新材建
设模块化及革命性技术发展以及对绿色建
筑、建筑产业化巨大推动作用。

论坛现场，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
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原副主任童悦
仲强调，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新在注
重城镇化的质量和内涵。他表示，卓达集团
进驻江西，落户高安，投建卓达新材产业园

和卓达智慧生态产业新城，符合了新型城镇
化的“新”要求。卓达新材模块化采用标准
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式施工的工艺，不
仅符合国家绿色化战略，成为绿色建筑的典
范，其装配式住宅的技术是一个具有革命性
的技术，卓达新材项目将在江西快速发展，
为江西省的绿色崛起再发新力。卓达集团
副总裁谭步勇也表示，节能环保的绿色建材
已然是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发展绿色建筑材
料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当前国家大力推
广绿色建筑，并出台行动计划和支持政策，
这些都为卓达新材在江西的快速发展创造

了极其良好的环境，必将创造巨大的社会及
经济效益。

据悉，卓达集团在江西高安市投资的卓
达生态产业新城与新型材料产业园，整体
规划 1500 亩用地，项目将打造成一座以高
科技新材料、养老养生、健康医疗、休闲旅
游等新型产业支撑的生态产业新城。率先
启动的新材产业园占地 400 亩，设计年产能
200 万平方米，投产后，可解决 3000 人就业，
实现税收 1.5 亿元。项目全部投产后，总产
值可达 250 亿元，解决就业人口 1 万人，实现
税收约10亿元。 (林 立)

当日下午16点30分，罗杰斯首先从近三年几十国
的游历开篇，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崛起，他一
再强调，21世纪是中国再度崛起的世纪，未来的机会在中
国。为此，他将两个女儿放在了新加坡的小学里面学习中文。

谈到投资技巧，罗杰斯提出了几个独到的观点。一是购买股
票，不要跟风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具体而言就是别人都在买的时
候你就不要买，反之，如果大家都在抛售那就不要卖。二是要战胜恐

惧、绝望与贪婪——别人都在恐慌并大量抛售时，正是你买进的好
机会；当众人非常兴奋十分看好股市时，你必须万分小心及时撤出。

三是在进入股市之前要做好功课，要清醒地认识到股市的波动是很正
常的，我们追求的仅仅在于“高抛低吸”。

在现场答问中，几位股民分别问及三个问题：1、未来6个月股市走
向如何？2、美国还是中国更适合投资？3、多价值投资与量化对冲哪个

重要？罗杰斯的回答是：1、股市波动是正常的，上涨太快时候需要一
些调整，市场下降的时候其实是机会。2、虽然很不想承认，但不可

否认美国经济在走下坡路，中国投资机会更多。3、买股票
要低买高抛，无法说哪个更重要，关键是找到适合

自己的方式。罗杰斯最后反复说到，我会
继续购买中国的股票，因为我在这

里看到了机会，而且我认为
未来继续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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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与楼市共振 投资市场向好
本报记者 廖林立

一 边 是 80 多
个优质海南房企，
一边是人气展会
2015 中国西部（兰
州）休闲博览会，
海南日报、甘肃日
报跨省跨界办展
初见成效。7 月 17
日-20 日，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 82 个
房 企 品 牌 亮 相
2015 中国西部（兰
州）休闲博览会，
四天成交 32 套，意
向成交 225 套，成
交总金额 3900 多
万元。

这 是 海 南 日
报报业集团与甘
肃日报报业集团
携手跨省联合推
介海南旅游地产
的结果，是此次海

南旅游地产岛外展销立足高端、全面
升级的结果，也是各方资源聚集、优势
互补的结果，真正实现了延续历届岛
外房展旺势，全方位展示海南旅游地
产文化，推介海南地产项目，为海南楼
市增添了活力和正能量。

此次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携手全省
5 个市县组团、58 个旅游地产企业和
82 个品牌亮相兰州，带去的不仅是高
品质的精品房源，还有专业而优质的
服务，树立了海南岛外第一房展的品
牌形象，是党报主流媒体实现跨省跨
界融合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宣传推广上，主办方打出宣传
营销“组合拳”，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
袂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办展，整合党报
媒体宣传优势，在活动开展前，就已在
甘肃当地广播、公交车户外等媒体进
行了一个多月的强势推广，通过海南
本地和甘肃异地进行互动推广的方
式，两地党报结合各自旗下媒体资源，
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李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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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中心引领南昌生态办公时代

江西省建筑产业化（新材料）技术和应用高峰论坛在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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