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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巡礼

高新宝龙城

九洲保利天和位于金湾航空
新城，占地面积约236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全盘容
积率仅1.0，绿化率约35%，是集高
层、别墅、商业等多业态产品为一
体的航母级高尔夫大盘。项目主
推建筑面积约81平方米-173平方
米的二至四房果岭高层，北看中国
十佳高尔夫球场之一——金湾高
尔夫球场、南瞰一线湿地公园景
观。项目在金湾高尔夫球场之上
打造的户型建面约 170 平方米-
330平方米的果岭别墅产品，尊享
山、湖、海、湿地、果岭五重景观，可
谓湾区精英人群的生活范本。

项目所在区域行政部门、文体
设施、贸易服务、企业总部、优质社

区、配套设施等齐备，其高起点、高
规划、高标准建设，日益成为珠海
新区建设的典范。

项目开发商九洲集团为珠海
国资委下属公司，产业涉及海上客
运、酒店服务、旅游地产等数十个
领域，并承接珠海大部分国有交通
和旅游核心项目的建设；保利发展
控股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和千亿级
城市运营商，以“美好生活同行者”
为愿景，以扎实的不动产投资、开
发、运营、资本运作能力为基础，构
筑“不动产生态发展平台”，其地产
板块连续5年摘得广东销量桂冠，
始终坚持央企军工品质，坚持打造
匠心产品，不断助力珠海的人居改
善和城市建设。

高新宝龙城位于唐家湾港湾大
道旁，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
总投资超50亿元，是集大型购物中
心、五星级酒店、商务办公、住宅等
为一体的综合体项目。

高新宝龙城购物中心建筑面积
约 8.5 万平方米，星巴克、无印良
品、海底捞等众多知名品牌汇聚，且
大型超市面积达7000平方米，启幕
后成为目前唐家湾片区的商业旗舰
MALL，提供吃喝玩乐购一站式生
活体验。约3万平方米的艺珺酒店
落户高新宝龙城，将成为区域目前
唯一一家五星级艺术酒店。项目还
拥有约 2.6 万平方米甲级写字楼
——宝龙中心，配套具备会议、展
览、商务功能的交流中心，提供建筑
面积约155平方米-210平方米商
务办公创享空间。项目住宅部分

——宝龙世家已售罄，目前在售产
品为酒店式SOHO——宝龙珑寓，
提供建面约36平方米-42平方米
的精品空间。项目统一定位、招商、
运营及管理的主题商业澳门街尚余
少量现铺带租约销售。

宝龙集团1990年创立于澳门，秉
承“让空间有爱”的企业使命，形成地
产、商业、酒店、文化艺术等多产业协同
发展格局，旗下宝龙地产专注开发、运
营综合性商业地产项目，2009年在香
港主板上市，宝龙商业2019年底也在
港交所主板挂牌。宝龙集团目前总资
产超2000亿元，连续16年获“中国房
地产百强企业”，连续11年获“中国商
业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成为
国内领先的城市综合体运营商，目前
在珠海开发建设高新宝龙城、金湾宝
龙城、北站宝龙城三大综合体项目。

卓越旭辉江屿海位于金湾航
空新城华发商都的正对面，占地面
积约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9
万平方米，容积率 2.2，绿化率约
35%，是一个包含住宅、星级酒店和
邻里中心的大型社区。

项目规划上，小区住宅由5栋
平层及3栋复式组成，户户朝南。
平层为建筑面积约79平方米-92
平方米的精装三房，复式为建筑面
积约97平方米-112平方米的精装
三至四房。园景设计上，江屿海追
求现代与自然融合，通过八处园林
组团与无边际泳池、架空层泛会所
的组合，打造小区沉浸式艺术园
林，让业主回家有休闲度假之感。

在金湾航空新城，江屿海项目
处于C位，与总建面约11.7万平方

米的金湾华发商都仅一路之隔，业
主可优享咫尺繁华。项目周边环
绕的百亿城市配套，包括在建的金
湾区市民艺术中心、青少年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国际商务中心、奥体
中心等，以及已投入使用的金湾区
产业服务中心、公共文化中心，可
满足工作、创业、生活等各方面需
求。

江屿海由卓越集团和旭辉集
团联袂匠造。卓越集团成立25载，
布局40城，拥有丰富的房地产开发
经验，2021年位列中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销售30强；旭辉集团成立21
载，2020年位列中国房地产开发企
业 500 强榜单 TOP13，2021 年上
半年位列房股现金榜12强，50强
房企净资产收益率排行榜9强。

建立良好沟通机制，充分听取
广大居民的意见，把老百姓最“急难
愁盼”的需求放在前面，有利于赢得
更多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将更
顺畅，居民满意度也会更高。

老旧小区改造是造福人民群众
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在城市或县
城，一些小区建成年代较早，存在失
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
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等问题，居民
改造意愿强烈。居民是老旧小区改
造的主体，愿不愿意改、应该怎么改
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居民参与，尊重
居民意愿是老旧小区改造和运行管
理前提。

2020年开始，我国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按下“快进键”，惠及居
民数量庞大。我国提出，到“十四
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本
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2020年全

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03万
个，惠及居民约736万户，超额完成了
既定目标。2021年1月份至9月份，
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12
万个，占年度目标任务的94.8%。

老旧小区改造改什么，要多听广大
居民的意见。不同的小区，居民的改造
需求也存在差异，应该坚持自下而上、
居民自愿的原则。老旧小区改造的项
目众多，有对水、电、气、热等市政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的基础类，也有加装
电梯等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
型生活需求的完善类，还有以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为主要
内容的提升类。这就需要职能部门加
强与居民之间的沟通，让具体确定的改
造项目真正满足居民需要。

建立良好沟通机制，充分听取广
大居民的意见，把老百姓最“急难愁
盼”的需求放在前面，有利于赢得更多
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将更顺畅，居

民满意度也会更高。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要改“面

子”，也要改好“里子”，通过对现有
设施的修补完善，切实提升老百姓
的生活质量。如果老旧小区改造只
是“穿靴戴帽”，仅靠刷外墙，徒有光
鲜亮丽的“面子”，就会背离改造初
衷。杜绝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改好

“里子”，积极提升小区内的基础设
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让居民享受到
居住条件改善和生活便利，赢得居
民点赞，才是最大的政绩。

老旧小区改造，质量过硬是关
键。国务院督查组近日通报的典型
问题中，“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质量
差、回迁难”位列其中，北京市某小
区“47栋楼573户完成屋面防水改
造、外窗更换，其中有36栋楼外墙
受损、45户外窗及屋面漏雨”就是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老旧小区改造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关乎居民切身

利益，应避免类似质量问题再度发
生。建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完善
改造标准，加大监督力度，把这一好
事办实办好。

老旧小区的维护和管理也需要
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优化“三
分靠建设，七分靠管理”。如果改造
仅有硬件更新，没有良好管理，“一
年新、二年旧、三年回老路”。因此，
应该引导小区居民积极参与老旧小
区改造的监督和后续管理，评价和
反馈小区改造效果。越来越多人将
身边事视作自家事，建设美好家园
的内生动力就会更强。

如果改什么、怎么改、怎么管有
了广大居民的参与，老旧小区改造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构建‘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区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
便、更舒心、更美好”的目标将会更
好实现。 （据新华网）

老旧小区改造要尊重居民意愿

卓越旭辉江屿海

九洲保利天和

11月20日，位于吉大情侣南路的
佳源·华策海韵星湾举行星湾国际艺
术馆开放仪式，该艺术馆将作为项目
营销中心对外服务，同时举行的还有

“心之极——南北极摄影作品展”，展
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新妹带来的
数十幅极地摄影佳作。

海韵星湾紧邻九州港码头，是佳
源集团和华策集团在成熟主城区共
同开发的高端住宅项目。项目总占
地面积约1.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16万平方米，容积率7.86，由2栋
高层组成，共467户，东面和南面为
一线珠澳海景，视野开阔。项目外立
面采用工艺幕墙设计，打造“星辰大
海”主题景观。项目内部打造酒店式
入户大堂、恒温泳池、健身会所等设

施，为业主提供生活、社交、康体等配
套服务。

据了解，海韵星湾主打大户型产
品，包括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350
平方米的三至四房产品，均选用一线
品牌精装，拥有智慧通行系统、智能联
控系统、智能家居系统等家居设施。
项目样板间预计于12月中旬开放。

佳源集团源于嘉兴，经过26年
的发展，成为一家集房地产开发、商
业管理、文化旅游等产业为一体的控
股集团型企业。佳源集团坚持以“品
质创见未来”为经营理念，海韵星湾
将传承佳源26年的精工品质，以更
高的工艺标准、全新的居住体验，打
造成佳源在珠海的标杆项目，展现佳
源的品牌理念和实力。 （张俊彦）

星湾国际艺术馆开放

佳源·华策海韵星湾亮相

佳源·华策海韵星湾举行星湾国际艺术馆开放仪式。

“抢规模，抢（市场）份额，利润
不是现阶段考虑的事情。”面对持续
火热的锂电投资潮，一家产业链上
市公司的高管对记者如此表态。

进入第四季度，锂电产业链依
然是市场中最耀眼的板块。一位私
募人士直言，这里有成长有确定性，
还有万亿起步的市场前景，全市场
无出其右。“短期、长期逻辑很清楚，
现在产业链公司巨额投资，把中期
变化的缺口也补上了。”

上海证券报统计数据显示，过
去1个月，以宁德时代、亿纬锂能
等为代表的A股锂电龙头公司已
经宣布了合计高达千亿元的投资
扩产计划。在前所未有的产业投
资推动下，锂电池板块再度获得市
场追捧，并开始形成“融资—投资
扩产—股价上涨—继续融资”的产
融循环。

没人能够拒绝指数级膨胀的
“蛋糕”。从终端的造车厂商，到中
游的锂电等供应链，再到上游的锂
矿等原材料，所有人都在奋力奔
跑。当整个产业链，以及二级市场，
甚至一级市场也都跑了起来，那么，
所有参与者只有一个选择——跑得
更快。

跑起来：1个月投资千亿元

10月 18日，锂电龙头宁德时
代在回复定增问询函时表示：“业务
发展资金需求较大。”在列举了产能
建设、研发投入、公司运营等一系列
资金开销后，公司认为，现有资金无
法满足未来发展需要，并直言仅
2020年至今的新增产能建设的资
金需求就高达1100亿元。尽管“钱
不够花”，但宁德时代依然在11月
5日又宣布了2个项目投资计划，合
计150亿元。

放在过去 1个月锂电扩产潮
中，宁德时代150亿元的手笔扬不
起太大的水花。据上海证券报统
计，仅在过去1个月，已有10余家
锂电产业链公司宣布投资扩产计
划，合计投资高达千亿元。

例如，11月 5日，亿纬锂能公
告称，公司计划在荆门市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305.21 亿元，征地约
3000亩，建设年产152.61GWh的
荆门动力储能电池产业园项目。亿
纬锂能表示，此举是为了更好地抓
住动力储能电池的市场机遇，扩大
动力储能电池产能规模，优化公司
产业结构。

“这波投资有两个特点：一是龙
头企业领衔投资，二是产业链上下
游延伸投资。”有业内人士表示。

龙头企业领衔投资的趋势比
较明显。过去1个月千亿级的投
资规模中，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占
了半壁江山。上述业内人士称，锂
电是投资巨大的重资产行业，龙头
公司在技术、资金等多方面都占优
势，过去几年几家龙头公司的市场
份额不断提升，就是靠大规模扩产
实现的。

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投资也是
龙头企业的“专属”。11月 8日，
锂电池电解液溶剂龙头石大胜华
宣布，全资子公司胜华新能源拟
投资建设30万吨/年电解液项目，
项目预计总投资16亿元。这是石
大胜华首次进入下游电解液生产
领域。

这一动作很快引发市场关注。
大批机构投资者蜂拥公司的电话会
议，石大胜华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
表示，电解液的本质是材料，许多有
规模的电解液企业都在向上游材料
布局，公司决定战略调整，从“一站
式”的电解液材料供应商转变为电
解液+材料综合平台服务商。

赛起来：不能把市场拱手让人

“现在赛道火热，投资的成本
肯定相对较高。如果用周期的逻
辑来看，显然是绝对不能投的，以
后折旧都受不了；如果用成长逻辑
来看，现在的投资代表未来的产
能，假如供不应求可以持续，那产
能就会变为利润。”上述私募人士
告诉记者。

经过最近一两年的知识普及，
市场已经自觉地将各国提出的新能
源汽车渗透率，转换为对应的锂电
池需求。例如，有研究机构测算，美
国到2030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将
达到50%，这相当于新能源汽车市
场10年将增长25倍。对我国的预

期更加乐观，有机构认为，我国到
2025年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
到35%。

如此规模巨大、增速惊人的产
业，被视为本世纪初的互联网。因
此，一大批互联网巨头敢于掏出百
亿级资金下场“造车”；造车新势力
更是无惧亏损，哪怕卖一辆亏一辆，
也要抢占市场。下游不计成本地抢
夺市场，无疑带动整个产业链沸腾，
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最重
要的一环——电池，热度很快跟了
上来。

“产能不够用，一直不够用。”有
锂电池行业公司的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

有行业分析师也提供了测算方
法，“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乘以年销量，
再乘以单车电池千瓦时数，就是新
能源汽车的锂电需求。政策、车企、
研究机构一直在上调需求，目前最
新的是1400GWh至1600GWh。”

需求目标意味着不愁卖，不愁
卖代表着业绩。上述相关人士分析
称：“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掉，如
果我们不扩产，就相当于把市场拱
手让人，也就相当于把未来业绩拱
手让人。”

上述私募人士表示，看惯了市
场对热门赛道的追捧，也很容易理
解产业链上下游集体扩产的兴奋与
无奈。“对于产业链上的公司来说，
这几乎是百年一遇的机会，成了名
利双收，不成那也是潮退之后的事
情了，现在来不及考虑。”

不仅是产业链上的企业在奔
跑，场外资金也在积极入场。在二
级市场，扩产往往能够获得市场追
捧，定增也毫不费力；在一级市场，
机构甚至会为一家初创电池企业

“抢破头”。

拼起来：中游挑战逐渐显现

狂奔，在奇袭中常见，却在长距
离作战中罕有。原因很简单，长距
离作战需要更多地平衡供给。对锂
电产业来说，决定其发力的是上游
资源。

从现有技术路线来看，尽管存
在钠离子等新型技术路线，但锂电
仍是绝对的主流。可是，锂本身属
于稀有金属，其在未来几年的开采
情况能否跟得上新能源汽车的需
求，是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销
量到利润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情况并不乐观。华西证
券研究报告认为，全球硬质岩石锂
资源未来2年总体增量非常有限，
如若扣掉格林布什矿山非市场化销
售的精矿增量外，能够给全球锂盐
加工厂提供的精矿原材料增量更加
有限，绝大部分锂盐加工厂将面临
原材料短缺的情况。

不过，另一条技术路线——盐
湖提锂已经进入主流视野。西藏矿
业曾透露，从技术角度看，扎布耶盐
湖二期项目充分借鉴了青海盐湖的
提锂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资源
禀赋特点选择了“盐田蒸发+膜分
离技术+结晶蒸发”提锂技术路线，
该工艺路线可使扣除副产品后的碳
酸锂生产全成本降至2.41万元/吨
（青海盐湖提锂碳酸锂生产成本为
3.2万元/吨至3.4万元/吨），产品竞
争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除非锂矿供给明显改善，否则
将严重影响锂电企业的利润空间。”
上述私募人士认为，几乎所有制造
业的中游都是“两头受气”，下游有
终端给的压力，上游则是原材料成
本。如燃油车产业链的中游就不太
好过，下游整车厂要求每年降价，上
游钢材等原材料价格随行就市，这
也是国内汽车零部件厂商罕有独立
巨头的原因之一。“锂电企业的上游
还是小金属，它们的成本压力更需
要关注。”

与燃油车一样，锂电下游同样
存在降价压力。现阶段，造车新势
力的销量还不大，而且主要瞄准高
端市场，亏损还可以接受。可随着
销量不断增加，产品均价下移，终端
压力势必会传导至锂电企业。

“降成本挺难的，现在一块锂电
池的制造成本就超过一辆燃油车
了。”有车企高管告诉记者。

“也不用太在意，锂电企业通过
融资、研发、投产，也在探索新的技
术、工艺。成长行业奔跑起来，才有
无限可能。”上述业内人士称。

（据新华社上海电）

锂电狂奔：

一个月抛出千亿级投资扩产计划

新华社东京11月24日电 日
本一个研究团队研发出以水代替可
燃性有机溶剂材料、用纳米级钼系
氧化物做负极的新型锂离子电池。
这种电池安全性较高不用担心起火
事故，而且可以快速充电。

手机和电动汽车等使用的锂离
子电池的电解液使用可燃性有机溶
剂，因此有起火的危险。人们试图
寻找一种更安全的电解液材料。

来自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和住友
电气工业公司等机构的研究团队用
水作为电解液，并寻找可以不降低

电池性能的电极材料。研究人员发
现使用纳米级钼系氧化物做电池的
负极，电池性能可达到可实用的水
平。

由于这种电池没有着火风险，
并可快速充电，即使重复充放电
2000次，电池容量也只减少不到
30%，因此有望用于储能电池或者
短距离电动汽车等。研究团队的目
标是3年后使这种新型电池实用
化。

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
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日本研发出更安全的锂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