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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六成城市住宅成交面积

10月环比下降

近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8 年 10 月受监测的 40 个主要城市成
交面积环比下降5.91%，其中，近六成城市环
比下降。

具体来看，4 个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
下 降 33.44% ，其 中 ，广 州 降 幅 较 大 ，为
57.93%。18 个二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4.92%，8 个三线城市成交面积较上月上升
21.6%。截至 10月末，中指院监测的 40个主
要城市库存总量环比上升 4.6%。重点监测
的城市中，深圳、杭州升幅较大，均超 16%。
受监测城市中，仅福州、南京和广州库存环
比有所下降，福州降幅显著，达8.29%。

北京

随机抽查在建保障房质量

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发布《关于开展2018
年下半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联合执
法大检查的通知》，11月5日至11月23日，住
建部门将组织开展北京市在施房屋建筑工
程安全质量联合执法大检查，随机抽查以在
施保障性安居住房工程（含装配式建筑项
目）为主的房屋建筑工程。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工程质量方面和施
工安全两方面。工程质量方面，包括工程项
目参建各方质量保证体系、管理制度建立情
况，各参建单位项目管理机构人员配备及资
格情况，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到岗履职
情况；混凝土结构、防水工程、外墙保温、建
筑外窗、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和涉及重要使用
功能工程部位的施工质量等。施工安全方
面，重点检查参建单位项目部安全管理机构
设置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施工现场楼
梯口、电梯口、通道口、预留洞口、高处作业
临边的安全防护情况等。

浙江省直公积金还贷提取

实现“零材料、零跑腿”

浙江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网上还贷提
取业务近日正式上线，缴存客户只需轻点鼠
标、刷脸认证便可完成还贷提取网上申请，
实现了还贷提取“零材料、零跑腿”办理。

公积金还贷提取是办理频率较高的个
人提取业务。据悉，该业务不仅覆盖浙江省
直住房公积金中心纯公积金贷款的还贷提
取，而且建设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兴
业银行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产生的商业贷
款、公积金组合贷款还款数据也可以办理网
上还贷提取。除上述四家银行外，该中心目
前正与其他5家银行进行技术对接。

南京

二手房挂牌量涨价跌

新房源源不断入市，南京的二手房主感
受到了卖房的压力。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南
京二手房市场的报价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
上周挂牌均价已跌回 9 月份的水平，房源挂
牌量则不断增多。

来自 365 淘房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南
京二手房的挂牌价为29318元/平方米，环比
下跌了 13 元/平方米，已经回落至今年 9 月
份的水平，之前持续上涨的态势在“金九银
十”期间得以缓解。而在挂牌量方面，上周
南京新增挂牌套数为 2551 套，环比上涨了
103套，量增价跌的市场格局，意味着南京二
手房市场正呈现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买房
人的话语权显著增加。 （宗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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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关注

南昌能否实现南昌能否实现现房销售现房销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熊凤玲熊凤玲

从陶渊明的山中桃花源到海子面朝大海的生
活，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好栖居地的想象和寻找。

带着心中的这份美好向往，邂逅南昌融创万
达文化旅游城，自然与繁华被重新赋予新的生活
美学意义。

整合服务商，从“归家”到“归心”
融创中国，以“至臻，致远”为品牌理念，致力

于通过高品质、多元的产品与服务，整合高端居
住、文旅文娱、商业配套等资源，为中国家庭提供
美好生活的完整解决方案。基于对客户的深入了
解，融创提出独有的高端生活价值体系，以引领时
代的产品力、一站式服务平台、满足全生活需求的
服务体系、持续生长的社区文化，为客户营造回归
心灵的美好社区。让每个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庭，
都能感受到“有家、有生活、有知己”的美好。融创
万达城归心社区，让归家之旅变成归心之旅。

15载匠心营造归心社区
美好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离不开匠心与专

注。融创万达城·望江府，为融创精工打造的品质
住宅，承袭 15 载精工修为，拥有严格的营造内控
标准、第三方实测评估、严格的供应商评价和筛选
制度。目前，融创万达城·望江府在售产品有高层
和叠墅，建筑面积分别为90平方米至140平方米、
155平方米至175平方米。

产品将精工品质践行到每一个细节中。有约
7.2米宽阳台，更广阔的观景视野，宽阔的空间，在
阳台上养花弄草，随心打造惬意空间，享受美好生
活。楼底架空层设置亲子、休憩、棋牌交友、有氧
运动等多功能休闲娱乐设施，让业主在自家楼下
就可以享受邻里交流、运动健康、亲子互动的全天
候休闲生活。

用心用情送去温暖的服务
融创万达城，项目以“中轴对称”的设计手法，

一轴三区六园，融入巷坊元素，采本土适植的植
物，打造多重院落居住体验，静谧舒适的园林空
间，给心灵一片纯美的栖息地。

融创人始终认为房子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
体，而是饱含温度与情感的凝固了的语言。融创
物业，以“每时每刻，用心用情”为理念，确立“服务
零距离”“服务零时差”“服务零干扰”“服务零死角”
四大服务标准，为业主带来有温暖的服务体验。

融创万达城临一线赣江，据地铁 2号线，邻高
铁西站，周边国体中心、国际博览城、南昌市少年
宫、杉杉奥特莱斯等大型商业配套环绕。省妇幼
保健红谷滩分院一期已完工，九龙湖公园样板段
也已开放。同时，项目自拥万达茂、主题乐园、海
洋乐园、电影乐园、滨湖酒吧街、国际酒店群等休
闲娱乐配套，育新学校也已入驻，生活便利，繁华
坐享。 （廖林莉）11 月 4 日，金投·铂翠中央 2018

媒体见面会在昌举行。业内多家主
流媒体与金投置地的代表们，开启了
一场关于“更美好的青山湖之上的人
居理想”的探讨。

见面会现场介绍了金投置地股东
实力和金融背景、业务布局、未来发展
方向。据悉，通过行业资源整合，金投
与万科、碧桂园、保利、旭辉、世茂、蓝
光、正荣、阳光城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

建立项目合作或战略合作关系。金
投·铂翠中央作为金投置地在南昌的
首个作品，集团将重点打造，力求在青
山湖之上，再造都市人居经典，并借此
实现金投置地的品牌落地。

项目力邀业内一流建筑设计公
司及园林公司核心团队打造的九重
景观空间、内外三级公园、全明车库
以及开阔观景的人本户型等产品亮
点，受到现场来宾的认同。 （凤 玲）

金投·铂翠中央2018媒体见面会举行

近日，九龙湖新旅·明樾台营销
中心正式开放。进入市场之后，该项
目吸引了逾千名准购房者、房地产业
内人士等考察、咨询。

匠心打造的新旅·明樾台，吸收世
界优秀建筑文化，融入中西方建筑气
质，传统古典与时尚元素在此水乳交
融，旨在打造时尚繁华都市社区，培育
原生态田园小区乐园，让都市繁华与
生态田园相拥相融。与此同时，项目
融合运用现代科技智能，将建设成智
慧康居社区，提升人居水平。

新旅·明樾台由我省本土新锐房
企新旅置业精心打造，新旅置业隶属
于省旅游集团，已布局多个精品房地
产项目。新旅·明樾台坐落于九龙湖
龙虎山大道与上饶大街交会处往西

50米处，位居九龙湖正中心区域。占
地面积约150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
方米，由景观高层、花园洋房、商住公
寓等组成，首批房源推出约 100 平方
米至 119平方米景观高层及 126平方
米至 148 平方米花园洋房，目前正在
诚意登记中。 （曾广南）

市场观察

南昌融创万达城 美好从“心”出发

新旅·明樾台受到市场青睐

近日，全国首个商品房现房销售试点项目——深圳龙华金茂府亮相，商品房预售制度为此受到关注。记者了解到，目
前南昌楼市商品房预售交付周期一般在1年至2年半之间，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导致工程烂尾、违法违规销售、交易不公
平、房屋面积管理职能难以厘清、不平衡发展和低效率竞争等风险。全国现房交付试点之后，南昌有没有可能跟进？

现房销售试点引关注

9月下旬，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拟
订了“关于商品房预售许可事项调整”的材
料，提到：降低预售制带来的高杠杆效应，逐
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全面实施现售。相
关提法随后被住房城乡建设部叫停。

其后，全国首个商品房现房销售试点项
目——深圳龙华金茂府亮相，引发市场关
注。这意味着，深圳这座内地最先引进商品
房预售制度的城市，在预售制度改革方面也
一马当先。

2016 年 6 月，为防止地王频现，抑制房
企拿地过热，深圳规土委决定以公开招标方
式推出首宗现房销售试点地块——龙华
A816-0060号地块，要求在该地块上建设的
商业、住宅等建筑物，不能进行预售，必须在
竣工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才能以现售形
式对外销售。当天，有 18 家房企及联合体
参与投标，其中包括电建+金茂联合体、中
海+中铁联合体、葛洲坝、招商地产、金地、
碧桂园、万科等全国性知名房企。最终，中
国电建集团和金茂联合以 82.9 亿元的高价
竞得该地块，折合楼面价5.68万元/平方米，
远远超过该区域新房成交均价（4.3万元/平
方米），刷新深圳地王纪录。当时，业内人士
预测,该项目至少要卖到8.5万元/平方米至
9万元/平方米才有盈利。

目前项目周边二手房在售房源不少，大
多是 2010 年至 2016 年间落成的次新盘,单
价区间在 5.6 万元/平方米至 7.3 万元/平方
米之间，其中 2013 年龙华高价地块中海锦
城紧邻金茂府，9月份的二手房成交均价为
6.7万元/平方米。据悉，金茂项目预计2018
年年底开放营销中心，2019年现房入市。

预售之下
南昌最长交房时间超过2年

现行的商品房预售制来源于香港，并在
1994年出台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正式
提出，意思是允许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
子预先出售、收取预付款的一项新房买卖制
度。当时由于房屋紧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尚处于起步阶段，商品房预售制有其正面意
义。伴随着房地产市场发展与供求关系的
改变，商品房预售制的缺陷也
日益突出。

以南昌为例，预售之后，交房时间持续
延长。市民李先生在9月中旬，选定昌南新
城美的悦江府一套看江高层，从小区品质到
户型设计都满意，唯一让他不好接受的，是
此批房源的交房时间，预计在 2020 年 12 月
30日，也就是说，“2年零 3个月才能收房”。
今年 3 月在九龙湖新力琥珀园买房的陈小
姐，发现自己楼盘的交房时间约定在 2020
年 3月，交房时长同样需要 2年之久。记者
调查发现，目前南昌楼市的交房时长普遍在
2 年左右，部分楼盘的交房时间甚至超过 2
年半。以新建区某别墅项目为例，2018年5
月 27 日开盘房源，预计交房时间在 2020 年
12 月 30 日。记者从工商部门了解到，开发
商交房时间的长短，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法规
制约，完全由开发商与消费者双方协商约
定，或是开发商单方约定以后，将相关内容
用特殊字体标注在合同上。

延期交房，是商品房预售的另一矛盾焦
点。购房者童先生于2015年10月购买了南
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1833号（钻石广场）
B 区一套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金融用地
（兼容办公），开发商为江西龙粤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随后，童先生便与开发商签订了

《南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付了首付款，
其余款项则向银行按揭。根据合同规定，开
发商本应在2016年6月30日前交房。快到
交房时间，童先生却接到开发商延期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交房的公告。类似情况，
屡见不鲜。

与此同时，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
导致工程烂尾、违法违规销售、交易不
公平、房屋面积管理职能难以厘清、不
平衡发展和低效率竞争等风险。

现房销售短期恐难大幅开启

11 月 2 日，位于青云谱象湖
东岸一宗商住用地成功拍
出，江西泽林房地产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以 总 价
3.45 亿元拿下，根据
规划其将建设安置房
以及旅馆、商品房。
其中，这宗地块内配
建安置房在交付土
地后 6 个月开工，
剩余建筑与其

主体建筑同步建设、建成竣工、验收合格并
完成交付后，商品房可以到房管局办理预售
许可证。即该项目的商品房住宅进度要达
到封顶或者主体结构完工才能办理预售，市
场纷纷猜测，或许这是南昌首宗准现房销售
地块。

业内普遍认为，取消商品房预售，能有
效减少以上房地产交易中存在的大部分问
题，将是大势所趋，但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
现房销售制度短期内难以大面积展开。

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分析
认为，南昌当前仍属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
在此过程中仍需要有房地产的平稳发展助
力。房地产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预售资金
一般占到资金来源的三成以上，取消预售，
将带给房地产行业严峻的资金考验，会带来
供应量短期锐减的隐忧，不利于市场稳定。

省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李锋则进一步
指出，房地产预售制度经过这么多年的完
善，管理日趋规范。记者从南昌市行政审批
局了解到，目前南昌房地产市场适用的预售
条件遵循洪府厅发（2017）22 号文件，即
2017年3月的《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房地产住宅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通知规定，在市区范围内，多层结构的
商品住宅完成正负零，小高层、高层结构的
商品住宅完成四层以上，须申报预售许可。
其预售资金监管比例分别调整为 50%、
60%。在达到现行预售许可工程进度时，预

售资金监管比例按6%的现行标准执行。对
已达到预售条件的开发项目，没有申报预售
的，一经发现，半年内不允许其申报预售。
对已取得预售许可捂盘惜售的，一经发现，
将依法严肃处理。李锋指出，从房屋建设阶
段到资金管理，目前预售制度管理相对精
细，尽管房地产预售制度仍发引发不少矛
盾，但这些矛盾已不是当前楼市的主要矛
盾，结合现实环境，他判定，“现房销售的出
现势在必行，但全面现房销售短期内难以出
现，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将是长时间的现房销

售与预期预售并
存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