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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月房企融资
同比增长两成

今年以来，房企融资规模波动较大，继2月融资
总额大幅下降，3 月融资总额增长后，4 月房企融资
金额有所回落。但总体来看，今年前 4 个月房企融
资同比增长两成。据同策研究院统计数据，1 至 4
月，40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额达3211.71亿元，同比多
出545.63亿元，增幅20.46%。仅从4月来看，40家典
型上市房企完成融资金额 753.62亿元，其中债权融
资额为688.09亿元，占比91.30%。

市政绿城·桂语江南

生活体验馆开放

11 日，市政绿城·桂语江南现场生活体验馆开
放，凝练绿城 25 年品质的美好缩影佳作亮相，吸引
了千余人次到场参观体验。从杭州到南昌，绿城地
产不断对美好生活的实践和探索，通过现场生活体
验馆开放，南昌人亲鉴了绿城实力。市政绿城·桂
语江南正在创造更多美好，该项目位于新建区一环
快速路旁、毗邻红谷滩红角洲，享有千亩大盘配套，
处在不限购区域，产品涵盖高层、洋房、别墅等。

南昌首个

小米智慧生态体验馆开放

上周，南昌首个小米智慧生态体验馆暨弘阳时
光里营销中心开放，备受业界关注和客户青睐。

作为小米智能生态社区，主打科技与生活的结
合，营销中心现场整体布置氛围充满科技感，时尚
的秀场同款火箭、亮眼的外星人打卡区，体现了项
目的科技时尚气息。现场设立了VR游戏、AR绘画
互动等互动游戏，客户在了解项目的同时，可参与
游戏互动。

据悉，弘阳时光里为九湾新城纯改善型智慧社
区，项目跨界联合小米品牌，合力打造小米智慧生
态社区。以小米智能装修为亮点，通过声音掌控的
智能生活住区，业主可以根据生活习惯一键设置，
通过 5 大智能系统联动家电设备，是真正意义上的
系统性智能社区。

绿滋肴庙街

即将入市

近日，绿滋肴庙街赣潮盛宴暨媒体见面会举
行。项目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解放东路与高新大
道交会处，约15万平方米，左临青山湖万达广场，右
靠大型商业规划用地。随着三大商业体落地，未来
将提升解放东路商圈的商业能级，共同促进城东片
区的快速发展。项目外周边有多个中高档小区，生
活氛围浓厚，拥有稳定的消费客群。绿滋肴庙街，
赣鄱文化新街区，以“赣鄱为魂，妙趣横生；赣潮为
型，潮涌天下”为理念，“自然、人文、赣潮”为项目业
态定位。项目以赣鄱文化特色为主，融合赣鄱文化
建筑、集情怀景观小品、绿色生态空间、本土文创平
台、艺术文化空间等一体，形成具有人文气息的赣
鄱特色商业中心，打造南昌本土特有的文化商业新
名片。建筑面积约20至100平方米特色街铺、约32
至65平方米的创变SOHO即将入市。

红星美凯龙与新力地产

达成战略合作

11日，红星美凯龙与新力地产在昌达成战略合
作，并发布“新龙计划”，致力于缔造一站式产业链
整合置家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一站置家品质服务。
红星美凯龙与新力地产战略携手，力图打造一个快
速、批量、可复制的全新流量入口，创新融合家居地
产产业链，激发双方流量碰撞，构建全新地产家居
私域超级流量池，同步一站式解决消费者购房家装
痛点，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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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发提升人居品质联合开发提升人居品质

购房者对样板间都不陌生，大都被样板
间室内设计所吸引，因为样板间能做到“几乎
不浪费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在商品房预售
模式下，经过专业设计团队包装的样板间的
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
样板间重要的目的就是凸出项目户型的优
势，但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说，看样板间更多地
是为了发现问题。参观样板间也不能只看热
闹，不看门道。通过样板间来看项目房源的
优缺点，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其一，注意临时样板间的故意放大。开
发商提供的样板间有两种，分别是实体样板
间和临时样板间。这两种样板间都是精装修
的，实体样板间通常是项目中后期开发阶段，
在一期的实体楼中设计的样板间；而临时样
板间则是在售楼处临时搭建的，售楼处撤离
后，样板间也随之拆除。要注意开发商故意
做大临时样板间。

其二，注意样板间的灯光。样板间的灯
光是提升样板间档次的重要方式。宽敞明亮
的室内环境全由灯光营造，购房者看不到自
然采光效果。而实际居住的时候并不会长时
间开灯来满足采光要求。要注意关灯后的室
内采光情况，特别是卫生间和厨房。

其三，注意样板间家具尺寸。刚进入样
板间的购房者通常都会被样板间的“高利用
率”欺骗，所谓“高利用率”只是表象，样板间
的家具大多是异形尺寸，尺寸缩水是常有的
事。等你收房后会发现，样板间放得下这么
多家具，到自己家就不行了。

其四，注意非交房标准。所谓“非交房标
准”，是指样板间中贴有“非交房标准”标签
的家具或者装饰面不在交房标准内，通俗地
说，在样板间看到的，交房时并没有。大量
运用“非交房标准”材料装饰的样板间会显
得豪华。一般可移动的室内软装家具、家
电、摆件、特殊墙面、台面、窗户都属于“非交
房标准”。

其五，注意建材型号。现如今，精装修交
房越来越流行，购房者不用在硬装修设计方
面操心，买点家具家电就直接入住了。但硬
装修所用的建材产品具体型号需要注意，特
别是家用高频设施，比如水龙头、瓷砖、地板、
油烟机都需要在合同中写明具体型号。

联合开发
品牌房企入赣捷径

以前全国性品牌房企进入南昌一般
是走招拍挂的路径，如今品牌房企还有
两种入驻方式，一是与本地有土地资源
的企业合作，如美的置业与水投集团在
南昌蒋巷合作开发的美的花湾城，美的
置业输出品牌、产品和营销策略，水投集
团提供土地资源，双方优势互补，降低产
品成本。美的置业由此迅速进入南昌市
场；二是与本地企业联合拍地，今年年
初，全国品牌前 20 强的旭辉集团与新力
集团合作联合拍下九龙湖地块，降低了
土地成本，旭辉也由此便捷地进入了南

昌市场。
以美的置业和旭辉集团为代表的品

牌房企以联合开发的方式入赣不是个
案。在南昌，弘阳通过与中大合作，打造
中大弘阳；弘阳与新力合作，打造新力弘
阳府，其后弘阳再接再厉，独立开发了弘
阳时光里，由此弘阳迅速在南昌站稳脚
跟。在象湖新城，光明地产联合当代、南
昌城投，打造的新项目也是房企联合开
发的典范。

各取所长 优势互补
有利于企业发挥各自优势

抱团开发已经成为南昌楼市的新趋

势，通过强强联合，开发商可以各扬所
长，实现优势互补。每个开发商有不同

优势，有的有产品优势、有的有资金优

势、有的有营销优势，还有的有品牌优

势。在瑶湖板块的新力水投锦瑶府，新

力提供开发资金、产品建设、营销策划，

水投集团提供土地资源，两者各取所需，

优势互补；今年年初融创与红谷滩城投

在九龙湖西岸共同拍下两宗用地，融创

利用其品牌和产品的优势整体操盘，红

谷滩城投提供资金，实现战略投资，强强

联合。

为 什 么 房 企 对 联 合 开 发 如 此 热
衷？一是优势互补，降低成本；二是开
发商组成的联合开发体，资金实力更
强，对总价高的地块可以较为轻松拿
下，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市场占
有率；此外由于上市房企对外公布的
是合同销售额而不是权益销售额，每
个联合开发商都可以大幅提高自身对
外公布的业绩，亮眼的成绩单会提振
资本市场上的信心，有利于房企在资
本市场获益。

品牌房企引入新工艺
提升人居品质

房地产开发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
程。受成本、资金投入和企业眼界的影
响，本土企业开发的项目与一线城市产
品难以媲美。品牌房企会将先进的新工
艺、新产品引入南昌市场，提高产品品
质，让项目更加宜居。如泰禾地产打造
的泰禾南昌院子，将院落文化引入南昌，
打造一个新型的别墅产品类型，引发购
房者的追捧；绿地在九龙湖打造的九龙
海珀大平层，改变传统的户型，将横厅和
主卧直面赣江，做到了直面一线江景，更
加宜居。中大弘阳将退台式洋房产品引
入，创新型产品引得市场一片赞誉。

房企强强联合，是在市场竞争激烈
下，对品牌、效益、利润追求的结果。房
企整合资源，融合各开发商资金以及多
年先进设计、建造技术和品牌价值。强
强联合打造的项目大多走高端路线，品
质高端，在提高产品溢价的同时，提升了
南昌人居社区品质档次。

上饶的“陆家
嘴”滨江商务区打造
的 260 万平方米产
融国际生态大城，定
义 上 饶 城 市 新 中
心。项目打造集超
高层地标、五星级酒
店、金融总部办公、
繁华商业、生态康
养、优质教育、三甲
医院、滨江公园、健
康居住等城市全业
态于一体，未来将成
为上饶新的标志性
建筑群。

5 月 11 日，旭辉与新力南昌九龙
湖项目案名发布暨城市展厅开放仪
式举行。

千亿旭辉，匠心 19 载，而今从上
海到南昌，与深耕南昌 9 载的新力共
同构筑美好生活新篇章。仪式现场
旭辉地产南昌公司负责人站在区域
的高度，表达了对南昌这片土地的敬
意，以及将先锋城市设计理念引入豫
章大地，焕新这座城市未来的决心与
恒心。旭辉携手新力将整合资源，精
筑时代作品，为南昌再造一座时代封
面产品。旭辉在九龙湖首秀作品宸
悦·江语院正式亮相，项目为旭辉全

新的 CIFI-6 产品，立足品质人居，致
力创新南昌城市人居生活。

旭辉集团2000年成立于上海，其
控股股东旭辉控股集团 2012 年在香
港主板整体上市，是一家以房地产开
发为主营业务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
团。2018 年全年销售合同金额突破
1500 亿元，位列全国 TOP15。旭辉
一直秉承“用心构筑美好生活”的使
命，在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让城市
生活更加美好的同时，坚持为每一位
客户打造舒适、绿色、健康的生活体
验，也为员工提供精神与物质的幸福
生活。

2018年，步入千亿行列的旭辉以
全新的目标投入到了集团“二五战
略”的发展中，坚持以房地产为主航
道，同时拓展“房地产+”及房地产金
融化，以“一体两翼”的方式去实现新
阶段下持续、稳定、有质量的增长。
旭辉平均核心净利润率维持在12%以
上，实现复合增长率60%以上的增长。

旭辉将围绕“用心构筑美好生
活”的核心理念，依托房地产主业优
势，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以及跨产业链
间的资源，深化在长租公寓、商业运
营、装配式建筑、教育、社区服务等多
个方向的“房地产+”战略布局，构筑
一个良性发展的房地产生态圈。旭
辉集团在住宅产品上设有铂悦、江
山、赋、府、公元、城六条产品系，为不
同需求的客户打造适合的产品。2015
年起，旭辉推出高端产品线“铂悦系”，
主张演绎现代经典、回归生活本源、追
求价值延续，已在上海、苏州、南京、合
肥、三亚、重庆六座城市成功打造12个

“铂悦系”项目。目前旭辉打造CIFI-6
第六代产品，打造“自由花园巨厅”，

“5+X”全屋收纳体系，生活体验区2.0
归家路线，鼓励小组团社交的“缤纷盒
子”。包含人脸识别、自动呼梯的“五
感通行”，小孩的跌倒报警系统，现代
美学建筑外立面，交互式灯光林荫大
道，全龄 IP“旭辉小熊”等。 （廖林莉）

上周，力高海诚银城3家房企联合拿地，成功摘得象湖滨江2块住宅用地。在南昌
这不是个案，从去年开始，房企联合拿地联合开发已成为一个新趋势。其特点是全国
性的品牌房企与本土开发企业联手，一方面全国性品牌房企可以通过合作拿地快速进
入南昌，另一方面本土房企可以利用品牌房企的品牌和产品优势，提高产品溢价。总
之，房企联合开发，强强联手、优势互补，有利于开发精品，提升人居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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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绿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