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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房企 8 月业绩增速整体放缓

珠海绿景 NEO 首次亮相

市场观望态度明显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8 月
房地产市场继续走弱，重点城市成
交量仍处于下降通道。克而瑞地产
研究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百强房企单月业绩规模与 7 月
持平，不及上年同期单月 1.3%的环
比增速，市场观望态度明显。
从今年以来房企整体业绩表现
来看，1 至 8 月，按照可比口径统计，
百强房企的累计业绩同比增速在
4%左右。相比前两年，房地产市场
增速放缓。
从 8 月单月数据表现来看，克
而瑞方面重点监测的 38 家房企中

半数以上较上月业绩提升，其中部分
房企表现突出，如华润、建业、保利置
业单月环比增幅均保持在 50%以上，
这主要得益于企业推案节奏和对城市
布局的把控得当。另外，有 15 家单月
业绩环比下降，旭辉和招商蛇口 8 月
实 现 单 月 销 售 金 额 137.4 亿 元 和
180.9 亿 元 ，分 别 环 比 下 降 5.6% 和
6.4%。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相关分析人
士分析认为，8 月部分房地产企业业
绩上升，主要是由于今年下半年企业
加大供货力度，项目总体去化率并不
佳。预计随着传统
“金九银十”
销售旺

季的到来，房企将加大推案与营销
力度。9 月供应压力将进一步改
善，
成交量有望企稳回升，
但整体回
升幅度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在房地产市场
持续转冷的大环境之下，房企投资
布局持续回归二线。8 月，受监测
企业的新增土储当中，一线城市建
面占比 3%，二线城市新增建面占
比 48%，三四线城市新增建面占比
49%。从城市区域分布来看，房企
在中西部拿地力度较大，其中昆明
连续多月成为房企重点布局二线城
市，太原、长沙、郑州当月土地成交

畅想
“城市共生·智慧赋能”

量同样走高。
克而瑞方面的数据显示，综合
来看，规模房企 8 月在三四线城市
的拿地分布较为均衡，市场风险较
小的长三角依旧占比最高，但不足
四成，相较 7 月超五成的比例明显
回落。
上述分析人士分析指出，从目
前房地产市场整体情况来看，预计
今年
“金九银十”
传统楼市旺季营销
活动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
特价房、
一口价房限时特惠等活动会越来越
多，但大范围的大幅度降价不会出
现。
授牌仪式。

大桥新机遇 湾仔新未来

9 月 7 日，由绿景资产主办、深圳
市物联网协会与绿景喜悦荟共同承办
的
“物联网与智慧新城区论坛”
活动圆
满落幕，数十位行业精英齐聚珠海绿
景喜悦荟营销中心，
共同畅想
“科技创
新+商业”
的美好未来。
绿景集团副总裁徐红星在当天活
动中表示，珠海绿景 NEO 是绿景集团
继 深 圳 NEO、香 港 NEO、苏 州 NEO
之后，量身打造的珠海门户项目——
200 米双塔产业综合体。项目总建筑
面积约为 28 万平方米，是集产业办
公、商务办公、TOD 社区商业、酒店为
一体的“大湾区西岸智慧创新产业综
合体”
。未来珠海绿景 NEO 将依靠主
城区交通核心枢纽优势，依托前山-

湾仔人居价值主题论坛圆满举办
项目简介
水岸华都·悦港湾占地总面
积约 2.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 13.4 万平方米，周边配套齐
全，商业方面有华发商都、十字
门会展中心、
中盛路湾仔商业购
物中心、湾仔海鲜街、湾仔干货
市场、世纪城商业街等，教育方
面则有南湾幼儿园、典培幼儿
园、
湾仔小学、
湾仔中学、
鸿景小
学等。项目自身也带有商圈，
总
建筑面积约 20546 平方米，其中
包括办公楼 15791 平方米、临街
商铺 4755 平方米。

9 月 7 日下午，珠海电视台“第
一房产”
大咖面对面特别节目《大桥
新机遇·湾仔新未来》湾仔人居价值
主题论坛在佳兆业水岸华都营销中
心进行录制。本次论坛由珠海特区
报“楼周刊”、珠海电视台“第一房
产”
主办，
珠海市展大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珠海地产职业经理人俱乐
部协办。
节目邀请了中山大学粤港澳
发展研究院教授袁持平、珠海规划
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峥屏、珠海
市房地产职业经理人俱乐部主席
唐铁军、珠海中原董事总经理龚慰
宗作为嘉宾，就港珠澳大桥通车、
《横琴新区与保税区、洪湾、湾仔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发布后，湾仔
片区的定位、特点及优势，片区房
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价格走势、未
来发展，水岸华都二期项目户型产
品、园林景观、公共配套的特色和
优势进行探讨。

新城市中心已现雏形
2018 年 9 月 18 日，横琴新区对
外发布《横琴新区与保税区、洪湾、
湾仔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规划》
将一体化发展区域战略定位为：抢
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港珠澳大桥
通车的机遇，推进城市发展重点南
进西拓，对接港澳促进横琴与周边
一体化发展，
打造特色突出、功能带
动明显的“大桥经济区”，将其建设
成为珠海城市新中心、粤港澳深度
合作新引擎。
湾仔为什么会被纳入到一体化
的规划中？珠海规划设计研究院总
规划师杨峥屏分析，随着城市的发
展，城市中心也在迁移。过去，珠海
的城市中心是老香洲、吉大、拱北一
带。但随着人口的发展，以及横琴
被定位为自贸区，打造新横琴成了

南屏创新产业发展带的产业基础和
周边近百万人口，利用旧工业区改
造释放产业空间，承载香洲区重点
引进的总部企业、高新技术、智能制
造研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打
造全产业圈层配套服务生态链，实
现产城一体化发展，增强香洲区产
业竞争力，
形成产业发展新高地。
活动现场，深圳市物联网协会
还为
“绿景资产”
授予
“理事单位”
牌
匾，
“ 绿景资产”正式成为深圳市物
联网协会理事会员单位。绿景资产
以珠海绿景 NEO 项目为契机，建设
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绿
景智慧新城区的新尝试。
（杨琰）

诠释创新生活理念

富力优派广场揭开神秘面纱
9 月 6 日，
“星耀富力·共鉴湾芯”
2019 富力优派广场产品发布暨明星
见面会举行，
揭开了新品优派广场的
神秘面纱。作为富力集团携“3U 城
市创享+”的理念，于保税区布局的
商业综合体，
富力优派广场项目东邻
十字门中央商务区，西邻洪湾片区，
南望横琴。
据了解，
富力将为未来的使用者
打造一个智能商务社区，APP 一键
解决衣食出行，全社区 WiFi 覆盖，
试点安装门禁人脸识别、智能停车系
论坛现场。
重中之重。近几年来，横琴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产业的落地，已经有了一定
的新中心的雏形。湾仔片区有口岸资
源，以及高端服务业，因此，湾仔被纳
入到新中心一体化的范围。
在早先时间段里，湾仔一直是以
海鲜闻名，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一
体化规划发布，作为新城市中心的湾
仔，功能自然也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
化。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
授袁持平指出，湾仔在新的城市中心
中身处自贸区、保税区、综合物流区
之间。国家赋予自贸区很多功能，产
业包括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
创新型产业等。这自然需要相应的
配套，物流、保税及中心商务区的支
撑。湾仔未来在整个城市中心乃至
珠海的定位，就是中心商务区，集合
了 现 代 服 务 业 的 要 素 ，会 聚 高 端 人
士，在这种情况下，湾仔将来会得到
充分的发展。
唐铁军指出，
目前，
湾仔短时期的
开发已经看到光明的前景。十字门
5.7 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趋于完善，进
驻了很多高端的酒店，这意味着服务
业、旅游业非常发达。未来，
湾仔同保
税区也将汇聚众多的高端写字楼。从
居住环境来看，湾仔一江两岸风景特
别好，背靠加林山，
面朝大海。湾仔联
同横琴、保税区将形成完整的商贸、居
住一体化的新城市中心。

统等，真正实现高效、安全、循环、环
保、健康的智能社区服务。
富力集团紧随珠海发展的步伐，
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品项目。珠海
富力中心是富力集团在横琴的标志
性建筑；
富力参与的珠海城市更新项
目，
也在积极推进中。
未来，富力将继续秉承“紧贴城
市脉搏，
构筑美好生活”
的发展战略，
用心打造美好和谐人居，
提升城市品
质，
挖掘城市魅力。
(张俊彦）

曾怡灿 摄

湾仔处于重要交通节点

房地产迎来全面升级

《规划》显示，广珠城际轨道延
长线在一体化地区内设置湾仔站、
十 字 门 站 、金 融 岛 站 共 计 3 个 站
点。在这种情况下，湾仔通过城轨
延长线能够便捷地通往澳门、珠海
机场及珠三角其他城市。
此外，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运
营，湾仔处于大桥延长线桥头堡的
位置，
便捷联通香港。就此，
唐铁军
指出，
有一句话叫桥通路通财通，
这
在湾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之
前到湾仔的路很窄，
现在有四车道、
八车道的市级公路、高速公路，
还有
隧道从横琴直接过来，湾仔变成了
四通八达的区域。港珠澳大桥开通
后，湾仔到香港也就 40 分钟车程，
而湾仔正处于中心位置，
主城区、西
区、横琴、港澳交汇其间，加上城轨
延长线设置三个站点以及口岸，湾
仔显而易见是珠海交通中轴线。未
来，
湾仔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袁持平指出，
目前，
湾仔通过大
桥、城轨已经可以直接联通广州、香
港、澳门。深圳未来也将构建直通
珠江口西岸的便捷通道。在这种情
况下，未来珠海将和大湾区四个中
心都联通，湾仔又处于节点上，因
此，
在商贸、创新科技等方面都有独
特的优势。

随着各种利好兑现，片区功能
发生变化，房地产形态也发生着天
翻地覆的变化。2009 年，佳兆业
在湾仔开发了水岸华都项目。当
前，片区已经集合了一系列上市央
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端住宅聚
集区。
目前，水岸华都项目二期悦港
湾即将面向市场销售，产品也做了
全面升级。珠海中原董事总经理龚
慰宗为此做了详细而全面的介绍。
他指出，
水岸华都一期由 8 栋住宅、
1栋写字楼及5000平方米的商业配
套，
即将销售的二期则有 4 栋高层、
1 栋写字楼及相应的商业配套。未
来，
居住在这里的客户，
完全可以享
受居住、商务休闲、教育、交通、文化
等一站式的生活方式。
此外，二期产品打造了新亚洲
现代风情园林，整体布局采用围合
式，做到每一户的采光、通风、景观
都达到极致，北可以看到加林山，
南可以看到整个澳门、横琴。此
外，社区配套了 930 平方米的游泳
池、全龄段的儿童专属空间，和一
期相比是不一样的。每个架空层
都设有娱乐设施，相比于一期，业
主会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曾怡灿）

仁恒滨海半岛五期产品发布会举行

效果展示间 9 月 13 日开放

仁恒滨海半岛五期产品发布会现场。
9 月 9 日，仁恒敬邀各界同仁、重
磅嘉宾等会聚一堂，共同见证“山海
间·时光里”
仁恒滨海半岛五期产品发
布会。9 月 13 日，全新五期效果展示
间将绝美绽放。
一场以“山海间·时光里”为主题
的产品发布盛典在仁恒滨海中心洲际
酒店举行。400 余名嘉宾到场，座无
虚席，仁恒滨海半岛全新五期正式亮
相。

2018 年，仁恒对滨海半岛五期
重新定位，将其打造为珠海滨海低
密住区。1.03 超低容积率，是天时
地利人和之下的定制级作品，也因
其无可复制的资源和属性，以最接
近自然生活的笔触，不动声色地诠
释了山海间的美好。
在产品打造上，仁恒以 8 大升
级全面提升了生活品质感。
（杨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