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十余楼盘入市
热门板块纯新盘抢滩

新年首月，是楼市的传统淡季，2017
年年底热闹冲量之后，各大开

发商相继进入盘点期，纷
纷放慢推盘节奏，南

昌楼市回归平静。
新浪乐居统计数

据显示，2018
年 1 月，南昌
楼市新房成
交 5763 套，
成交面积约
59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下
跌12.35%。

2 月进入
传 统 春 节 时

间，随着一大波
项目拿到预售许可

证，南昌楼市供应量
或有小幅提升。据南昌

搜房网房天下数据监控中心
不完全统计，2月春节前后，南昌楼市预计
将有 13 个楼盘入市推新，其中包括多个
纯新盘入市。南昌县、高新区、湾里区、青
山湖区、新建区、九龙湖、经开区等多板块
均有货源。

南昌县作为 2018年春节前后的推盘
大户，新推楼盘主要集中在象湖滨江商务
区，滨江板块凭借相对优越的江景优势、
远离闹市区，与九龙湖隔江相望，沿江快

速路交通线路的不断完善等利好，越来越
受到广大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的认可。
滨江商务区的美的悦江府位于赣江畔，项
目就在沿江快速路与银湖三路的交汇
处。预计 2 月首开，将推出 1 栋高层和 4
栋洋房，面积为 103 平方米、127 平方米

“刚改”户型。
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力，也将在南昌

县推出全新高层项目新力星塘湾。红谷
滩周边，则有品牌开发商万科推出庐山南
大道全新项目万科玖里。主推面积 99至
128平方米的两梯四户产品。2月南昌楼
市整体迎来供应小高潮。

开发商
打响返乡置业优惠战

龙先生准备今年春节提前几天回
九江老家，“初步了解家乡的几个楼盘
后，准备回去实地察看，买定一套”。大
学毕业后，龙先生一直在上海工作，但
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让他放弃购房

计划。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回乡
置业的想法，日渐强烈，他决定今年付
诸行动。

类似于龙先生的返乡置业者并不在
少数。一二线大城市一边是高企的房价，
一边是目前严格的限购、限售条件，与之
相对的，却是三四线等城市发展加快，城
市环境不断优化，生活配套加强的利好，
以南昌为例，随着各条地铁线路陆续开通
及相关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变化日新
月异，更多的游子开始认真思考在家乡买
房置业的问题并付诸于实际动作。正因
如此，近年来，春节前后返乡置业已成为
楼市销售的又一热点。

各大开发商自然不会错过这一销售
时机。万科地产一早推出各类返乡置业
暖心方案，并打出“万平返乡置业季，推荐
佣金翻几番”的真金白银奖励，凡在 1 月
中旬至 2 月底，成功推荐客户签约，即可
获得 5000元每套的奖励。恒大地产返乡

置业优惠声势更为浩大：全省各设区市所
有在售楼盘，全线 88 折。恒大购房 APP
上成功推荐购房，购房人总价先减再折，
推荐人现金奖励。

碧桂园与京东联手，从2月1日起，推
出“京碧辉煌 2.0”计划，在湖南、江西、福
建三地精选上线150多个项目20000余套
房源，帮助消费者完成第一轮的筛选和推
荐。与此同时，双方还推出“携爱回家 碧
有‘京’喜”活动，其中，凭京东 2017 年消
费账单即可抵扣部分房款等一系列福利
活动将会让大家在年节期间喜气洋洋地
买到合心意的房子。中铁建推出限时返
乡置业 89 折优惠，新力龍湾享返乡置业
六重礼……

九龙湖有楼盘的营销负责人表示，大
量的返乡客户都是在深圳、广州、上海等
一线城市工作，以深圳、广州等地的收入
水平，在南昌买房比较轻松，开发商都在
铆足劲争抢这波热点。

楼市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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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市场观察

1月份
超八成城市楼市成交量环比下降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 1月监测的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环比
下降 18.09%，超八成城市环比下降。月内，
一线及二三线代表城市成交量环比呈现不
同程度回落态势，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环比
来看，23 个城市下降，长沙降幅最明显，为
61.02%，北京次之，降幅近 6成；环比上升的
城市中，西安和泉州升幅明显。同比来看，
20个城市上升，泉州上升幅度明显，宁波次
之。

分各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
比下降27.92%，其中北京、广州降幅较大，均
超30%；一线城市同比下降2.65%，北京降幅
显著。二线代表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18.97%，同比上升23.89%。三线代表城市成
交 面 积 较 上 月 下 降 6.25% ，同 比 上 升
18.70%。

11个城市
集体土地租赁住房试点方案获批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和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函，原则上同意沈阳等
11个城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试点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规范集体建设
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的审批和监管程序，明确
项目申报主体，户型以 90平方米以下中小
户型为主。

针对如何平稳有序地实施试点工作，意
见指出，试点城市要坚持城乡统筹，统筹规
划城市、乡镇建设用地和空间布局。项目应
与周边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工
程统一考虑，明确配套设施建设主体与标
准，实现与周边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规范
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的审批和监管
程序，明确项目申报主体，完善项目审批程
序，户型以90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为主，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有序可控。加强政策
宣传和舆论引导，发展规范有序的住房租赁
市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沪银监局
严密监控用于房企并购的贷款

上海银监局近日下发《关于规范开展并
购贷款业务的通知》，提到严格控制并购贷
款投向，尤其对用于房地产开发土地并购或
房地产开发土地项目公司股权并购的贷款
应穿透监管。

并购贷款投向房地产开发土地并购或
房地产开发土地项目公司股权并购的，应按
照穿透原则管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拟并购
土地项目应当完成在建工程开发投资总额
的百分二十五以上。按照穿透原则评估并
购贷款业务的合规性，严格遵守房地产开发
大类贷款的监管要求，对“四证不全”房地产
项目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贷款，并购贷款不
得投向未足额缴付土地出让金项目，不得用
于变相置换土地出让金，防范关联企业借助
虚假并购套取贷款资金，确保贷款资金不被
挪用。

海南规定购买商铺等
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近日从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获悉，
海南省规定购买商铺、办公用房、产权式酒
店客房等商业性质房产的，不予提取住房公
积金用于购买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按照规定，职工家庭购买商品住宅（含
普通住宅、低层住宅、公寓）及政策性住房等
自住住房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
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但是，职工家庭购买
商铺、办公用房、产权式酒店客房等商业性
质房产的，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和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此外，职工在非实际工
作地租住住房，其实际工作地及租房所在地
均无自有住房的，可按相关规定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出所租住住房租金。 （宗 和）

南昌楼市迎来返乡置业潮

他是东汉名仕徐孺子的后代，一名地地道
道的南昌人。少年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
还。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国内多家一线房企
任职，秉承着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用作品
赢得业界盛赞。2016年他重回故土，怀着对建
筑的热爱与对故乡的感恩，立志为家乡人居
状况改善尽一份绵薄之力。他就是远洋地产
南昌公司总经理徐瑞文。

健康远洋 别墅专家

远洋地产于 2007年 9月 28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内地在港上市房地产十
强，至今公司已有近两千亿元资产。自 2002
年起至2015年，远洋地产经历了“开发+持有+
房地产金融”的三步发展战略。2015年，远洋
地产启动第四步发展战略，布局全国，致力于
发展成为以卓越房地产实业为基础，具有领先
产业投资能力的投融资集团，当前已形成了住
宅、商业、服务、资本、营造的五元业务格局。

其中，住宅开发是远洋集团规模增长的核
心动力，公司以给“中高端城市居民高端商务
客户创造高品质居住环境”这一服务为使命，

历时 24年，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
40多个城市，打造了100余个项目。其中，“天
著系”“公馆系”产品均为中国高端品质住宅代
表之作，如远洋天著春秋、远洋公馆等，在市场
上保持着优秀的口碑。远洋集团倡导“健康生
活家”理念，以“人”的需求和价值为导向，关注
在建筑中生活的人，关注以人为核心的“健康”
需求，以营造健康建筑为切入点，致力于打造
健康社区，开启健康生活时代，回归真正的人
居关怀。现已将美国WELL建筑标准引入产
品评价体系；从空气、水、光、营养、健身、舒适、
精神七大评价内容出发，用每一个细节让居者
重新定义健康生活。

风云际会 入驻南昌

近年来南昌经济高速发展，城市交通迎来
大提速，南昌加速融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高铁经济圈。未来的南昌将会具有更大的发
展潜力和虹吸效应，影响力不可限量。基于对
南昌未来价值的判断，2016年 4月，远洋地产
入驻南昌，并短期内在湾里区打造了湾里远洋
天骄与远洋天著项目，带着远洋集团的高端系

列产品，礼献南昌。
远洋天骄，坐落在九湾新城核心区，占地8

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是远洋
在南昌的开山之作，集城市艺展中心、手造艺
术街区、星级酒店公寓、艺境山居墅为一体，是
南昌乃至江西省独一无二的艺术文化综合小
镇；远洋天著是一个由联排合院与叠墅组成的
纯别墅区，地块南面系水、西面临山。项目将
于今年6月面世，远洋以新中式的独到领悟与
对山居颐乐生活的见解，给南昌人居呈现一个
惊世之作。

竞争激烈 改善为王

随着南昌大都市圈的建立，极大吸附了周
边县市人口涌入，城镇化进一步加速。良好的
城市发展势头，吸引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发商先
后涌入南昌，在土地资源争夺、产品创新以及客
户服务方面，未来行业的竞争将越发激烈。未来
南昌以红谷滩为核心，往四周不断扩散的螺旋式
伞状发展，当前已辐射到城市二环线。随着城市

地位不断上升，南昌人居迎来升级换代的窗口
期，客户正在由投资需求转向置换改善需求，改
善市场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市场的变化正好
契合远洋的企业理念，目前两个项目均为城市中
高端客户打造的宜居产品，也将为南昌高端客户
带来舒适健康的居住体验。

南昌远洋对于南昌有着更加远大的抱负
与理想。公司未来两年的发展目标为完成
3-4 个区域的战略布局，实现 50 亿元的销售
额，打造南昌代表性的高端住宅作品和高品质
的商业中心，赢得市场口碑。对于不断壮大的
改善性市场，公司希望对南昌的高端客户提供
长久的服务，给南昌市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理
念带来一场更深刻久远的变革。在项目拓展
上，远洋将向全市进军，南昌远洋规划未来将
通过公开市场、二手市场、收并购等多种方式，
寻求更多合作资源，力争用三到四年时间，进
入南昌市场占有率前五。同时将以南昌为轴
心，辐射省内具有潜力的城市。

饱含着对产品与服务的理想追求，深耕南
昌，深耕赣鄱，将是南昌远洋人未来持续的梦
想与使命。 （廖林立）

绿地国际博览城

全球化绿地集团开发的首个400万平
方米超大规模的世界级博览城项目。秉
承绿地集团“让生活更美好”的开发理念，
汇聚全球化的战略资源，立足省级新中心
的高度，占据省级核心资源，北临省政府、
南靠九龙湖、西接西客站、东倚赣江畔，独
占九龙湖第一站。绿地国际博览城，是集
商务、商业、居住、会展会议、风情小镇、文
化旅游、行政服务七位一体的国际化生活
新城。以绿地集团全球化战略布局和国
际化视野，为南昌城市生活带来真正全方
位国际化平台和国际生活示范标准。

南昌万达城

项目总投资约 400 亿元人民币，其中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约 210 亿元，占地约
4170亩，总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米。规
划有文化、旅游、商业、酒店、滨湖酒吧街
五大内容，以室内项目为主。文化项目包
括舞台秀、电影乐园、电影城等。旅游项
目包括室内主题乐园和室外主题公园，酒
店区占地约 35 公顷。项目毗邻地铁 2 号
线，省级重点学校——育新中小学就在小
区内，投资升值潜力大。

南昌恒大时代之光

占地约129亩，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
方米。项目紧邻地铁1号线孔目湖站，一
环线快速动脉，庐山南大道、英雄大桥、枫

生高速畅达全城。项目在传统9A装修标
准之上进行升级更新，尊享地暖、中央空
调、新风除霾、太阳能热水器、降音降噪、健
康净水等八大升级舒居系统，重磅打造全
屋智能品牌装修。社区内配备恒大影城、
地铁Mall、风情商街、「星光汇」会所，恒温
泳池、西餐酒吧厅、斯诺克台球室、健身房、
乒乓球室等。项目规划八重美学园林景
观 ，约 111-157 平 方 米 院 落 叠 墅 、约
102-146平方米悦景高馆打造城心低密精
工墅区，三至四开间朝南超大采光面宽。

万科玖里

项目位于庐山南大道1888号，占据城
市黄金三角核心地段。由 8 栋 32~33F 高
层住宅、1栋23Floft公寓、1栋精品酒店和
1.87万平方米的沿街商业组成，规划户数
996 户，容积率 2.52，绿化率 30%。作为江
西万科第二座TOP系作品，万科玖里是万
科多重严苛标准下的匠心大作，首次以现
代手法演绎唐风宋韵之美，开创了南昌住
宅史上的清雅先河。

南昌恒大林溪府

项目位于九湾新城，享红谷滩繁华商
圈、九龙湖得天独厚的配套，及湾里自然
生态环境等三大城市资源，揽G320、兴湾、
湾里等城市快速枢纽，直通红谷滩、老城
区、朝阳、九龙湖等各大商圈。

社区内打造约10万平方米风情园林，

约2000平方米私家御湖，规划四重立体景
观、六大主题广场，数百种名贵树木花草，
四季常绿。约2600平方米定制会所，享室
内外双泳池、多功能健身厅、红酒雪茄吧等
定制级休闲服务；恒大影城，风情商业街，
满足观影娱乐、美食购物等需求；家门口尽
享幼儿园、儿童乐园、职业体验馆……恒大
林溪府智能装修空间，采用9A精工标准，
以中央空调、净水系统、智能安防等9大智
能科技，引领住户进入墅质时代。花园艺
墅，前庭后院，享地下室、阁楼等阔绰拓展
面积；湖景洋楼，超宽楼间距，全明通透。

泰禾南昌院子

泰禾南昌院子位于赣江新区空港经
济区的核心地段，三面梅岭环抱，依山傍
水，生态资源极其丰富。泰禾集团秉承

“文化筑居中国”的匠心，怀着让院落人居
重归豫章的梦想，匠造南昌院子。南昌院
子坊巷灵感师承福州三坊七巷，纳藏洪都
千年文脉，内中融合北京颐和园、苏州拙
政园等天下名园的园林景观，依山就水，
营建山院水园“一池三山”，为南昌才俊雕
琢出一方山水院墅。在南昌院子中，传统
中式元素再现于建筑之中，或古韵盎然，
或禅意深远，让文化国髓在其中缓缓流
动，让人独享一份天地之美。

新力·龍湾

总体量达82万平方米，小区产品由别

墅、叠墅、洋房、高层精装房等组成，产品
户型多样，有满足改善型置业者需求的四
至五居室的精粹洋房，也有受到刚需置业
者追捧的品质高层精装房。位于热点区
域九龙湖西核心的新力·龍湾，毗邻高铁
西站，即将开建的地铁4号线璜溪站（已规
划）设在小区附近，双轨道交通出行一路
随心所至，赋予业主享受新时代便捷畅达
的美好出行。小区内规划有九年制学校，
其以严苛标准打造五重成熟景观园林，同
样让购房者怦然心动。另外，由新力自持
的五星级贴心管家物业，也吸引着购房者
的置业目光。

新力·禧园

挤入百强房企阵营的新力地产主推
“湾”“园”“悦”三大开发体系，“园”重于
满足改善型置业者的需求，产品、户型、
建筑、园林、装修等都有较高的品质要
求。为此，位于生态宜居九龙湖新城的
新力·禧园，小区内至臻的叠拼美墅，组
成少见的纯叠墅住区，叠墅户型又以舒
适的空间尺度、独立的入户庭院、可仰
望星空的阳台露台，再加之送上多功能
地下室，让所有美好居住元素汇聚在一
起，顺理成章成为居家至爱。生态宜居
九龙湖，临江拥湖望山，新城宜家环境一
目了然，位于地铁 4 号线中堡站口（已规
划）的新力·禧园，无疑是该区域宜居代
表楼盘之一。

本报记者 熊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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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拓市场
——专访远洋地产南昌公司总经理徐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