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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 观察

楼市 动态

焦点关注

行业分化格局未变
房企转型或将全面爆发

本报记者 王军伟

今年 2月 28日降息后，5月 10日央行再
度下调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0.25 个
百分点。这是央行自“330 新政”、营业税“5
改 2”、央行大降准等一系列楼市利好政策
推出后，政府又一次助力楼市回暖。多重利
好的叠加促使整体楼市稳步回暖，但房地产
市场的两极分化格局依然未变。“330 新政”
出台后，一二线城市的强势回暖，三四线城
市却反应平淡；保利 4 月单月的业绩翻倍，
增长幅度超过了 100%；万科 4 月单月销售
金额环比大幅增长 45%；恒大、绿地、华润也
分别增长了 20%、24%、22%，然而很多中小
房企却增长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季度房企业绩发布
会上，远洋、绿城等众多开发商都已经将转型
作为 2015年的战略任务。“有质量的增长”成

为今年一线房企共同的迫切诉求。可以预
见，在代表性房企转型实践的示范性作用下，
房地产行业或将迎来转型的全面爆发。

行业回暖确立，分化格局持续

目前从政策层面来讲，对于开发商和购
房者都是好的机遇期。回顾从 2014年“9·30
房贷新政”、“11·22 降息”起始，到今年 5 月
10 日央行再度降息。半年的时间里，利好
政策层出不穷。2015 年 3 月 1 日，央行大幅
降息；随后的“330 新政”（央行、住建部、银
监会宣布下调最低首付款比例(首套未结清
贷款购买二套的，首付降至 4 成；首套结清
贷款购买二套的，首付降至 3 成；公积金购
买首套普通住房的，首付降至 20%）；财政部

规定出售普通商品房免收营业税年限由 5
年减为了 2年，以及地方政府配合的相关政
策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楼市利好政策
的力度已经堪比 2008年金融危机。对购房
者而言，因为房企纷纷推出低首付/零首付
等手段，购房门槛甚至已经低于 2008年。

对于众多的利好政策集中出台，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刘社教授分析：“央行再度降息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增加了市场需求，有
利于市场供求平衡。另外，与上一轮利好政
策窗口期不同的是，这次主要释放的是改善
性需求，如放宽公积金贷款、降低二套房首
付比例，以及出售普通住宅营业税免征期限
由 5年改为 2年大多是针对二次置业改善需
求的。基于目前的市场形势，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里，改善性需求将会在市场总体需求中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5 年二季度市场行情回暖，并不意
味着整体市场竞争的减弱，相反的是，市场
竞争将更加趋于零和化，市场分化的格局会
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主要表现在房地产行
业的集中度会越来越高，中小房企的生存空
间将会越来越小，甚至因无项目可做而被淘
汰出局；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景
气度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对资本、人才
吸引力更大的一线城市将在经济新常态下
获得更好的发展。

营销打法众多，凸显楼市行情依然偏弱

2015 年伊始，特别是“330 新政”落地之
后，为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卖房好时机，
各大房企营销军团都各出奇招，真可谓是

“你家唱罢，我登场”，整个地产营销界“好生
热闹”，从恒大信誓旦旦的无理由退房，到保
利是个 P 的品牌强势引爆，再到“首届微信
购房节”的拉风上映，以及上周越秀地产连
发的 18道“免费”金牌……各种营销绝招的
集中震撼上演，不断吸引购房者眼球的同
时，从侧面也反应出了房地产从卖方市场到
买方市场的形势转变。越秀地产集团营销
副总经理叶海铭在接受明源地产研究院采
访时表示：“越是营销打法众多的时候，往往
越是楼市不好的时候。”

从 1—4 月份典型房企业绩目标完成率
来看，除了恒大业绩完成率达 30%以上外，

其他如碧桂园、远洋、富力、招商、绿地等典
型房企 1—4月份全年业绩完成情况均不超
过 20%。对于大多数房企来讲，面对 6 月份
中期考核的巨大压力，二季度虽然政策持续
回暖，但整体去库存压力依然严峻。2015
年，势必是一场营销界的肉搏战，4 月份营
销界的热闹景象将会继续上演。毕竟在微
利、现金为王的新常态下，加快回款才是房
企面对新常态下不确定性的理性之举。

从“规模之争”到“有质量的增长”

行业的标杆企业万科从去年就已经放
弃了单纯的规模增长，取而代之的是追求

“有质量的增长”。另外，世茂、龙湖、碧桂园
等典型房企今年也都明确提出了要追求“有
质量的增长”。单纯的规模竞争时代已经结
束，新常态下各房企之间的竞争将会表现得
更为复杂、更为综合。对此趋势，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峰这
样分析：“企业转而追求‘有质量的增长’，是
在新的市场环境以及行业形势下，传统的发
展模式无法满足企业新的发展需求，为了培
养出新的核心竞争力、寻求新的利润增长
点，转型就成为了房企角逐的新方向。”

纵观各大房企转型的具体实践，和以往
单从围绕产品的转型不同的是，本次转型更
加深入、更加全面，模式也更加新颖。从培
养核心竞争力，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来看，
万科的转型可谓是最为彻底的。从最近万
科新 LOGO 的发布，到全面布局产业、旅
游、养老、医疗等领域；从公司架构上也在逐
步实现一种更加扁平化的运营模式，追求一
种以品牌为核心的“轻资产”商业模式。

其他房企，如绿地、世茂、招商等也都加
大了产业地产的投资。在拥抱互联网方面，
绿地集团牵手阿里和中国平安，共同推出房
地产金融产品“地产宝”；3 月份，新湖中宝
认购歌华有线，也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从
中可以发现，大多数房企都在积极探索基于
自身优势的多元化运营模式，以期实现从单
一的房地产开发到多元化业态经营的新模
式。可以预见，随着更多房企加入到转型的
行列中，转型浪潮或将全面爆发，房地产企
业的竞争模式也将由传统的“规模之争”上
升到更为立体综合的“有质量的增长”上来。

长基·雁月湾市区营销中心开启

楼市 沸点

5 月 9 日，随着礼炮声响，雁鸣湖生态大盘
长基·雁月湾市区营销中心正式开放。本次开
放活动，在位于农业东路与九如路交会处的雁
月湾市区营销中心门前举行。长基集团领导、
媒体代表、部分客户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上午 10时，主持人王宁登台对项目进行了
简要介绍。据悉，长基·雁月湾是长基置业历
经 13 载磨剑之后，在郑东雁鸣湖畔的生态秘
境之中，构建的 2500亩湖墅湾景大盘。雁月湾
总体量达 200万平方米，地处雁鸣湖畔 32平方
公里生态走廊之内，项目周边聚集着城市高端
生活资源和度假资源，雁月湾独享的十里一线
湖景，是项目的一大亮点。项目产品形态包括
别墅、高层、洋房。

营销中心开放当日，得到了客户的广泛关
注。据业内人士估计，该项目的启动必将再次
拉升雁鸣湖板块在郑州的城市地位，将其推向
一个新的高度！ （李飞）

近日，郑州红星美凯龙设计师
会员俱乐部成立仪式举行。

红 星 美 凯 龙 集 团 推 出 的
M-style 会员制度，即成为红星美
凯龙会员就可享受积分抵现、会员
专享 8.5折等专属权益。

据悉，为迎接本次活动，红星

美凯龙准备了内容丰富的促销盛
惠：通汇卡预存即享 5%增值优惠；
500万名品家电家居用品消费满千
就送；200件精选特价品爆惠全城；
100 万元现金疯狂抓；进店扫微信
二维码即送多功能工具箱一套。

（杭娜）

红星美凯龙设计师会员俱乐部成立

近日，清华·大溪地市区展示
中心盛装启航，正式落成对外开
放，地中海风情席卷郑州。

清华·大溪地以 3600 亩大城
恢弘启幕，拥有 500 万平方米原
乡地中海恢弘气度，300 万平方米
温泉宜居华宅，双气双水入户。
从区位图上可以看到清华·大溪
地项目内的名校及医院、银行、公
园配套完善，中原西路、轻轨、地
铁、BRT 等交通便利。清华·大
溪地专属教育配套郑州一中及郑
州一中附属小学将于 2016 年 9 月
面 向 业 主 子 女 招 生 。 新 加 坡
CharacterMontessori 幼 儿 园 于
2015 年 9 月开园，清华·大溪地业

主子女享有绝对的优先入学权。
据悉，河南首届优放音乐节已

于 5 月 1 日、2 日在清华·大溪地专
属配套奥帕拉拉水公园拉开帷幕，
奥帕拉拉水公园还为优放音乐节
加入了创意城市、美食节、汽车运
动、亲子嘉年华等元素，极力打造
户外有氧潮流生活空间。（李飞）

清华·大溪地市区展示中心盛装启航

近日，郑州首个 6 万平方米大
型亲子放养基地——Meebo 野孩
子主题公园，于 2015 年横空出世
的 EIC东润城正式开放，上千组家
庭带着孩子前来游玩。据悉，今
后 Meebo将持续开放。

EIC 东润城倡导野性、回归的
生活态度，不拘泥于现实从生存
的枷锁中跳脱出来，寻找真正的
生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东润

城斥资亿元打造 Meebo 野孩子主
题公园，用于完成消费者对未来生
活的初体验。

EIC 东润城，以都会综合体形
态诞生，凭借五星酒店、高端商业、
5A 写字楼、复合型住宅区以及成
熟宜居的生活配套，激活了土地潜
在的活力，以及区域内便捷的交通
网路、高速轨道交通。

EIC东润城以营造高品质生活
为准则，集合教育、休闲、商业等一
系列生活配套，200 亩教育用地内
有 15年制强力师资名校、6万平方
米社区主题公园、长近一公里的生
态公园以及 30 万平方米超级商业
集群等，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
最效率合理的组合形式排布于社
区内外，引擎生活时代。 （张霞）

东润城Meebo野孩子主题公园正式开放

5月 9日，华启·唐宁 1號在售
楼部现场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高层
12#楼王新品发布会暨媒体推介会。

此次推出的楼王是项目的 12

号楼，处于社区中心核心位置，360
度瞰景高层，拥有三大公园等人文
生态走廊环绕。高达 80%的得房
率，50%的奢侈绿化率，以及 150米
的阔绰楼间距，在龙湖区域和别墅
共享优质配套资源的央景高层属
于特例。

同时，此次的楼王产品做到了
双卧室朝南向阳，88 平方米—117
平方米全明通透三房，独享 360°的
观景阳台，是龙湖区域最为稀缺的
中央景观大宅。 （张霞）

华启·唐宁1 12号央景楼王新品发布虎号

展望 2015 年，楼市回暖态势基本确立，在微利、现金为王的新常态下，房企在全力减轻库存压力
的同时潜心探索新的核心竞争力，寻求“有质量的增长”新模式将势在必行。

5 月 8 日，郑东新区 CBD 万豪
酒店 3楼内气氛热烈，康桥集团高
层与各优秀合作伙伴、业主代表、
数十家媒体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
康桥地产全民经纪人平台的启动。

康桥地产始终专注于高端精
品住宅的开发，形成了“温馨系、幸
福系、品质系、尊享系”四大品系，
累计开发面积达 700万平方米。

本次康桥地产正式推出了“全
民经纪人”平台，集功能优化、简
易注册、便捷荐客、透明结佣等诸

多亮点于一身，简单三步即可轻松
赚取佣金，此举顺应了全民推介的
大趋势，也是康桥地产回馈大家支
持的最好福利。 （张霞）

康桥地产全民经纪人平台启动

5 月 9 日，天伦庄园举办了一
场别有声色的产品说明会暨墅院
高层准业主联谊抽奖活动。天伦
地产领导、物业合作方戴德梁行
领导、加拿大枫叶小熊国际品牌
教育机构领导、红火地产领导等
参加了本次联谊活动。

坐拥稀缺生态资源、畅享优质

教育、优享齐全配套、独有管家式
服务的郑州首席低密住区——天
伦·庄 园 ，携 年 度 新 品 86 平 方
米-168平方米奢阔 2-4房、墅院高
层产品，首发 2015，以实实在在的
钜惠让利郑州精英，现开盘在即，1
万元抵 2万元盛惠近期结束。

（郭瑶）

天伦庄园举办墅院高层准业主联谊抽奖活动

中部大观 2015平板支撑明星挑战赛新闻发布会举办
5 月 7 日，中部大观地产联手中国第一传

媒时尚集团，与郑州时尚界、媒体界等行业内
各大知名人士汇集于经三路上中部大观项目
璞丽中心大厅，举办“中部大观 2015 平板支撑
明星挑战赛”新闻发布会，并启动本次活动。

自 2014年中部大观地产联袂时尚集团，完
成完美跨界的三场时尚大典：周迅领衔的“2014
年芭莎艺术校园行”、“时尚封面大展”、胡社光
领衔的“原创首映·全城等‘黛’时尚秀典”后，
2015年时尚风暴再度强势来袭，将红遍街头巷
尾的运动平板支撑——Plank与时尚结合，举办
引领城市优雅风尚的大型健康竞技娱乐赛事。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者，中部大观地产秉
承“唤醒生活之美”的理念，12 载潜心经营，不
断扩展运营领域，从 5400 亩思念·果岭国际社
区，到璞丽中心、大观国贸、苏荷中心，以及即
将启动的金水·含嘉仓、中原·含嘉仓等大型城
市综合体项目，致力成为“中国美学生活方式
的倡导引领者”，打造“美学地产”。

据中部大观地产总裁助理杨雅杰介绍，6
月 6日在思念·果岭国际社区进行活动决赛时，
会邀请著名影星、雅痞男神——吴秀波作为本
次“中部大观 2015 平板支撑明星挑战赛”的重
磅明星，将携其他两位神秘明星嘉宾参与本次
盛事，更有时尚集团总裁、中国版 Prada的时尚
女魔——苏芒、时尚集团总经理余辉前来助
阵，与各路健身达人一起，唤醒生活之美，为爱
撑起梦想。 （黄潇静）

永恒的院子公开赛新闻发布会成功举行

5 月 12 日，永恒的院子公开赛
新闻发布会在郑州永恒的院子项
目举行。郑州永恒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勇先生，平安银行中
国巡回赛-美巡中国系列赛赛事
执 行 总 监 顾 凯 森（Grey Carlson）
先生，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
任陈真女士，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行
长史宏先生，圣安德鲁斯（郑州）高
尔夫球俱乐部董事长樊志强先生，
职业球员代表、圣安德鲁斯（郑州）
高尔夫球场签约球员袁浩以及在
2015 平安银行中美巡赛揭幕战上
表现突出的中国球员曹一参加了
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期间，永恒集团董事长
李勇表示希望通过这场比赛向大
家展示这个位于黄河边湿地上拥
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美丽社区。

永恒的院子是郑州永恒集团
位于雁鸣湖风景区，与圣安德鲁斯
球场只有一墙之隔的高端旅游地
产项目，是首次单站冠名平安银行
中美巡赛。

郑州永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于 1997 年，是一家追求卓越、
专注品质和细节的综合性房地产

公司，总部设于郑州。目前，已在
全国范围内拥有 10 余家全资子公
司。自成立以来，集团始终不渝地
秉承“永恒建筑·理想生活”的企业
使命，以创建理想人居为己任，开
发项目遍及河南、河北、北京等地，
并多次荣获中国房地产品牌企业、
河南地产最具竞争力企业、中原地
产最具社会责任企业、中原地产榜
中榜知名品牌企业、中原地产综合
实力金牌企业等荣誉称号。

作为永恒集团“中式院落”产
品的开山之作，永恒的院子精研中
国建筑文化，依偎雁鸣湖烟波浩渺
的万亩湿地，在千亩静泊山庄成熟
建制的基础之上，项目规划形态遵
从中国江南传统村落空间格局，传
承了中国传统人居、园林的精神与
精髓，从而使永恒集团完成了从

“城市住宅”到“中国院落样板”的
产品升级，为中原院落建筑树立典
范。

据悉，2015 平安银行中国巡
回赛-美巡中国系列赛第二站比
赛——永恒的院子公开赛已于 5
月 14日开赛，将于 5月 17日收兵。

（黄潇静）

5 月 17 日，由顶级设计团队量
身定制，宜商宜居以投资鑫苑二七
鑫中心·都汇广场微公馆精装样板
间即将盛装绽放！

自鑫苑微公馆会员招募以来，鑫
苑二七鑫中心·都汇广场微公馆凭

借其强大的品牌实力，二七新城的
投资洼地，占据区域核心地段诸多
价值优势，以及微公馆自身低总价、
小面积、多功能等特点，迅速吸引了
市民们的火爆咨询与入会。目前，
微公馆会员火爆登记中。 (杭娜)

鑫苑都汇广场微公馆样板间即将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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