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8个月300城土地收入2.2万亿元
房企仍在加速拿地

9月4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8月，各线城市土地成交量同环比均
有缩水，月度出让金相应下滑。今年 1至 8月，
全国 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22032.6 亿
元，同比增加约34%。

从土地供应及成交情况来看，8月全国300
个城市共推出土地 2348宗，环比增加 2%，同比
增加 2%；推出土地面积 9312万平方米，环比增
加 3%，同比增加 16%。其中，住宅类用地(含住
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769宗，
环比增加10%，同比增加23%。成交方面，土地
成交同环比续降，各线入市面积同环比缩水，
一线城市同比降幅领衔。8月，全国300城共成
交土地 1657宗，环比减少 17%，同比减少 20%；
成交土地面积 6270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21%，
同比减少13%。

中报收官
房企普遍上调年度业绩目标

截至 8月 31日，发布半年报的房地产上市
公司合计超过 130家。整体来看，房企的上半
年平均净利润率同比上涨，包括龙头企业在内
的企业净利润率均有明显上行。中原地产研
究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受监测的 120家A股上
市房地产公司合计营收4424亿，净利润达到了
494.7 亿，净利润率达到了 11.2%，相比 2016 年
上半年同期房企的平均净利率9.8%，上涨了近
2个百分点。

“房地产行业全面上行，包括万科等龙头
企业净利润率均有明显上行”。中原地产首
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截至目前，从房企数据
表现看，超过七成企业净利润明显上涨。“整
体来看，虽然楼市调控重压，但市场表现依然
乐观。就全国范围而言，上半年房地产销售
面积与金额再次刷新历史同期纪录，预计
2017年全年的房地产销售金额与面积将再创
新高”。

北京市推行不动产登记
网上预约系统

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将在北
京市各区陆续上线运行，３类单件业务（新
建房屋买卖、存量房屋买卖、抵押权首次登
记）和２类批量业务（新建房屋买卖、抵押
权首次登记）可网上预约。朝阳区、海淀
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继续沿用原有网上预
约系统。

据介绍，为全面提升北京市不动产登记
对外服务能力，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开发完成了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
预约系统，供全市不动产登记大厅使用。公
众、机构可登录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门户网站或各区国土分局门户网站
首页，点击“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系
统”图标进入预约系统。据了解，预约系统
面向个人用户（自行成交）、机构用户提供预
约服务。

新力携手立邦
捐助幸福小学

9月 5 日，新力地产、新力慈善基金会与
立邦中国在新建区望城镇幸福小学举行捐
助仪式。为了助力该校营造更有生机的校
园氛围，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几方决定帮助
该校改善校容校貌，重点集中在电路重整、
门窗新建、墙立面粉刷和色彩创造方面，并
赶在开学前，把整修一新、富有时代感和艺
术气息的教学大楼，呈现在老师和孩子们
面前。

刚 刚 获 得“2017 中 国 房 企 综 合 实 力
TOP100”的新力地产，在实现企业价值的同
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久前的 8 月 8 日，
新力地产携手壹基金向九寨沟灾区捐款，用
于帮助灾区人民灾后房屋修缮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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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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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的开发商的市场抢夺市场抢夺

烽烟已起烽烟已起。。

9月 2日晚，“院子里的滕王阁序——泰禾南
昌院子全球首发盛典”在江西前湖迎宾馆举行，著
名演员景甜、李晨倾情助阵，名嘴蒋昌建担纲主
持。南昌市政集团领导、泰禾集团副总裁郑钟、沈
力男等双方嘉宾，全国近百家主流媒体及社会各
界精英上千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典。

活动以“院子里的滕王阁序”为主题，再现千
年大唐气象。八面龙纹红鼓赫然屹立，东方威仪、
庄严尽显，击鼓、鸣钟，歌舞、霓裳，明星亲临，嘉宾
满座，无处不蕴含着强烈的国风特色、凝聚着泰禾
匠心独运。富丽堂皇且文化感十足，有庙堂之尊，
而不失林山之逸。千里逢迎，国宾级迎宾礼序，彰
显泰禾的极致用心。

活动现场，李晨、景甜盛赞泰禾院子，对于泰
禾院子，两位明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作为院子
的业主，景甜对院子的居住感受最有发言权。景
甜坦言跟泰禾一见倾心，对泰禾物业服务更是赞
不绝口，称泰禾的服务是让人身心有一种真正的
归属感。李晨则用“文化、胸怀、担当、博爱”来称
赞泰禾的独具匠心。

传世国院开启南昌高端居住新时代，泰禾南
昌院子位于南昌赣江新区的核心位置，三面梅岭
环抱，临近千余亩向阳水库，环山近水，有着非常
稀缺的天然优势。泰禾南昌院子，传承豫章千年

文脉，创新规划四街、五坊、十七巷。每一条街名，
都源自《滕王阁序》中王勃对南昌的高度概括；每
一个坊名均撷取《滕王阁序》中宏大的意象，每种
意象代表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而泰禾南昌院子
十七巷名选取中国古典诗词里十七种花木的雅
称，力图在院子里营造出十七种诗情画意，是为院
子里的“花间辞”。作为泰禾与南昌市政集团强强
联手打造的匠心力作，泰禾南昌院子，不仅会给南
昌一道美丽的特有风景，更会为业主营造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端文化居住氛围。以强大的产品力和
服务水准，升级南昌高端居住新标杆。此外，泰禾
将在未来把其他业务板块的相关资源，如医疗和
院线等带到南昌，让泰禾南昌院子的业主享受更
高品质的生活和更全面的服务。泰禾南昌院子，
把豫章千年文脉和盛唐荣耀纳藏于院子之中。

据了解，泰禾21年来始终践行文化筑居中国
的品牌理念，匠筑中国式美好人居。2017年首献
豫章风雅之作的泰禾南昌院子，一脉传承泰禾院
子系精粹，融汇皇家礼序、中式建筑美学，四街五
坊十七巷，揭开了南昌院居文明新的篇章。截至
目前泰禾已在全国16城布局24院，泰禾“院子系”
落子南昌，是集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泰禾将
集中优势资源，把南昌院子打造成区域标杆。

（廖林莉）

传世家院 一院倾城
泰禾南昌院子全球首发盛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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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预热人气走旺

每年的九、十月份通常是房地产全年中的
黄金销售期，再加上开发商年底的业绩窗口期
临近，他们必然会在此期间加大推盘力度。目
前，南昌楼市已经开始金九银十的“销售战”。

9月 2日逢周六，湾里板块恒茂未来都会
项目营销中心正式开放，现场同时开展的阿尔
法机器人全球巡展，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观。
南昌本土品牌开发商恒茂地产，在成功开发恒
茂华城、恒茂国际都会、恒茂红谷新城等多个
代表楼盘后，近几年一直未出新项目。恒茂未
来都会项目占地 600余亩，建筑规模达 102万
平方米，定位为南昌宜居生态大盘。项目产品
体系涵盖小高层、高层、花园电梯洋房及山地
别墅。上半年项目曾以共享社区为最大亮点，
举办过一次盛大的品牌发布会。据悉，恒茂未
来都会现正全城认筹中，首推87至131平方米
的户型。

这一天，营销中心同时开放的还有高新区
联发时代天阶，目前项目高层诚意登记中，户
型面积为96平方米、114平方米、133平方米的
三房四房，项目高层样板间预计9月中旬对外
开放。九龙湖板块的新力合园同日迎来营销
中心开放，其高层产品主推 90-118平方米板

式三房，洋房产品主推建筑面积约134-161平
方米四房，预计开盘时间为9月底10月初。

而众多预热活动中，声势最为浩大的当属
泰禾南昌院子。9月 2日晚，泰禾南昌院子在
前湖迎宾馆的发布会，邀请了多位明星，借此
让项目在南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吸粉无数。

上周日 9月 3日，经开板块中海阳光玫瑰
园首次开盘，成为南昌楼市实质上的“金九银
十第一枪”。当天带有入户庭院和空中花园的
洋房，吸引了众多置业者前来选购。

● 供应增加房源充足

事实上，南昌楼市的供应量确实明显走
高。易居江西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第 33周
即8月14日至8月20日期间，南昌楼市新增供
应量 4.36万平方米。2017年第 34周即 8月 21
日至 27日期间，南昌市商品房供应 21.85万平
方米，环比上升 401.15%。新增供应量增加的
状态进入9月仍在加大，2017年第35周8月28
日至9月3日，南昌商品房新增供应量32.44万
平方米，环比上升48.47%。

据南昌乐居不完全统计，9月南昌预计有
20余个楼盘将推出新品上市，其中会有多个纯
新盘首次开盘。供应的重点仍将继续在九龙

湖，包括绿地国际博览城、南昌万达城、力高

御景天城、江铃时代城、新宇盛世广场、红谷

瑞仕国际及新力合园、新力琥珀园、新力禧园

等新力系多个项目。湾里板块也将在金九银

十迎来一波供应热潮，板块内恒大林溪府、恒

茂未来都会、海玥名邸等多个纯新盘，将前后

上市。记者了解到，这其中，恒大林溪府已在

8 月底拿到多栋房源的预售许可证。经开板

块也将会是供应热点之一，恒大时代之光、中

国铁建青秀城、经开盈石 IM 等，均有推盘计

划。此外，老城区中海寰宇天下、融创青山湖

壹号等纯新盘，预计都会在 9 月前后迎来首

次开盘。

一方面是众多项目供应的有效增加，另

一方面则是市场调控政策的持续严格执行。

业内分析认为，目前来看，调控政策没有明显

的放松迹象，并且持续收紧的金融环境将继

续对楼市产生影响，预计 9 月份市场交易会

继续趋弱。易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8月，

包括南昌在内的全国 50 城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积为 19140 万平方米，与去年相比下跌

15%，预计今年 9-12 月的成交量也不会明显

增长，基于此，预计今年全年相比去年，包括

南昌在内的 50 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将

下跌近两成。

南昌华南城

全面启动多业态招商
“现在做生意，就来华南城”。近日，“南昌华南城招

商誓师大会暨新闻发布会”在该项目招商中心召开，当
天举行了盛大的招商出征仪式，新组建的六大招商团
队激情亮相并领受招商任务；现场还举行了“遨天一号
太空科技馆”项目及物流企业入驻的签约仪式。为了
打赢这场关键性的招商战役，此次华南城推出“一元当
老板”等震撼性的系列招商优惠政策，受到业界关注。

作为九龙湖片区最早的“拓荒者”，南昌华南城于
2010 年破土动工，经过 7 年的持续投资开发，现代交易
场馆、商务配套、住宅配套、交通路网、创建“电商示范
基地及大学生创业基地”等开发成效，有目共睹、好评
如潮，并于 2013 年进行了市场试运营。但是，受制于区
域拓荒艰难、电商冲击等因素，前期市场运营遇到了现
实难题，商机人气需要等待时机重新凝聚与聚集。

“十年红谷滩，五年九龙湖”。如今的九龙湖新城，
经过政府、龙头企业共同努力及大手笔的快速开发，尤
其随着高铁西客站、长途汽车西站、省级行政中心等全
面落地运营，已经成为省城最热的开发区域，迎来了天
时、地利之优势，人气、商机呼之欲出。有粗略数据显
示，九龙湖已建成近 10 万套住房，将容纳数十万市民，
仅华南城本身 428 万平方米商贸城及配套住宅，就将容
纳好几万人居住与就业创业。区域的崛起及人气集
聚，必将助力华南城此次全面招商大有作为。

总规划建筑面积达 800 万平方米、投资额超 200 亿
元的南昌华南城，以电商为引领，依托电商总部产业园
与电商物流基地两大项目，围绕“一城一园一基地”战
略开发目标，打造“全链生态型电商产业城”；并通过整
合“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相关资源，聚合“零售、批
发、电商”三种形态，融合“一产、二产、三产”相关要
素，开创商贸 4.0新时代，推动江西商贸全面转型升级。

南昌华南城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伟荣表示，华
南城是在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南昌华南城也是一个
没有“围墙”的商贸之城。陈伟荣认为，从公司无偿投
入巨资建设学校及路网、平价销售配套住宅、创建国家
级大学生电商创业基地、投入千万资金为入驻商户“做
活动旺市场”等系列作为，业界就可以感受得到华南城

“大品牌正能量”的责任担当。此次，华南城又推出“一
元当老板”等招商优惠政策，更是体现出公司“亲商扶
商助商”的理念及全力运营市场的决心。 （曾广南）

品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