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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有质量的发展”获认可 多家机构评级“买入”

入市需谨慎，投资有风险

销售增幅看好
盈利持续增长可期

碧桂园公告显示，2018年1-9月，
碧桂园实现权益销售金额4155.8亿元，
权益销售面积4406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38.4％及27.8％。截至今年上半年，
公司的总土储权益金额及权益面积也

同样保持领先优势。
多家投资机构给予了正面评价。

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表示，碧桂园上半年
未入账销售达7100亿元，其中2250亿
元将于下半年入账，其余大部分会于明
年入账，而该批未入账款项仍未计在
2018年下半年新合同销售当中。

此外，摩根大通称，碧桂园第四季

可出售资源为2420亿元人民币，假设
去化率60%，预计第四季销售增长将加
快至64%，全年增幅将达到42%。预计
公司未来盈利将会稳健增长。

招商证券则在报告中表示，碧桂园
土储丰富、财务稳健，已经为可持续的
盈利增长做好准备。虽然三四线城市
的房地产销售受到棚改政策调整的影
响较大，但碧桂园2017年的销售中只
有2%的销售额与这一政策直接相关。
2018年前9个月，三四线城市项目的去
化率依然高于一二线城市项目，销售受
到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

花旗银行称，碧桂园“比我们之前
的预期恢复得更好”，“公司计划在未来
5年内投资800亿元用于机器人业务。
通过使用建筑机器人，可以降低至少
10％的建筑成本并提高建筑的安全性
与质量。”

融资能力强劲
净借贷比率低于同行

近期，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升
级，行业融资条件步步收紧，房企资金
压力凸显。申万宏源分析师王胜认为，
在行业销售增速下行的背景下，融资能
力的差异将决定房企的生存状态。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170家
房企的净负债率（永续债作为权益）约
为 92.56％，较期初上涨 4.04 个百分
点。60家重点房企的整体平均融资成
本由2017年末的6.03％增至6.33％。

同期，碧桂园的净借贷比率仅为
59.0％，上市以来连续11年将净借贷比
率保持在70％以下，此外，借贷成本也
大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良好的现金管理能力带来充裕的
现金流。中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30

日，碧桂园净经营性现金流连续第三年
为正，账面拥有可动用现金余额2099.1
亿元，此外，还有2813.9亿元未动用银
行授信。

9月19日，碧桂园成功发行9.75亿
美元双年期优先债券，并获最高约2.2
倍认购。据了解，这是自2018年5月市
场剧烈震荡以来，内房股最大规模的债
券发行，其中部分年期长达5.3年，更是
2018年2月以来内房股最长年期的发
行之一。

在10月 11日举行的投资者开放
日活动上，碧桂园首席财务官兼副总
裁伍碧君表示，公司当前融资渠道通
畅广泛，现金充裕，销售回款率高，净
借贷水平健康，且获得金融机构的信
任和支持，融资额度充足，会争取给投
资者创造更多价值，“对于股东的派息
不会降低。”

回购显示信心
盈利能力看好

此外，碧桂园还多次出手回购股票。公
告显示，碧桂园于10月16日回购1000万
股，占已发行股本0.0462%，每股回购价介
乎8至8.18港元之间，涉及总额共8109.96
万港元。据统计，碧桂园今年内于联交所累
计回购9685万股，占已发行股本0.4455%。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今年以来，地
产股遭遇整体下跌，申万房地产行业指
数已经相较一月底出现腰斩。碧桂园
作为行业龙头，积极回购股票，表明公
司认定自身股价被低估。

多次回购股票展示了公司现金充裕
的雄厚实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在公
司资本运营效率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企业
盈利能力看好，股东回报有望继续增加。

多家投资机构近期集中发布研报，调高碧桂园（HK.2007）投资评级，看
好未来盈利增长，建议增持买入。

本周，招商证券调升碧桂园投资评级，由“中性”至“买入”，目标价维持不
变。同一天，花旗集团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碧桂园恢复能力较预期更强，在近
期股值回落至吸引水平下，维持予其“买入”评级及目标价18.33港元。

国际大行摩根大通也在近日研报中预计碧桂园第四季销售增长将加
快，而公司财务状况稳健，现金状况良好，未来盈利将会稳健增长。该行给
予碧桂园评级“增持”，目标价22.5港元。

截至19日收盘，碧桂园股价报8.23港元，升幅2.88%。

兑现城市理想生活，实现美好居
住愿景。东部新城的新项目万象府
首开在即。昨天，一场由常州报业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承办的“醉美龙城艳
遇万象府”活动在万象府售楼处精彩
展出。

活动现场，经开区蝶恋花健身舞
蹈队及天宁区强之韵带来了华丽的旗
袍秀表演，常州君悦摄影俱乐部的成
员们对刚开放不久的万象府都市美学
示范区进行了拍摄。

用无限的风景点缀无界的生活，用
四季的美景温暖每一个日子。常州东
部新城全面崛起，交通路网与城市商业
配套全面升级，地铁2号线预计2020年
开通运营，爱琴海购物公园将于2018
年底开业。愈加成熟的东部新城，迎接

着繁华都市万象生活。
据悉，万象府位于东方东路与革新

路交汇处，项目最大超110米楼间距，建
面约89-121㎡，目前火爆认筹中。

李林/文 君悦/摄

10月 23日-24日，中国铁建地产、中粮集
团邀请常州主流媒体代表共赴嘉兴，实地考察
花语江南、花语堂、江南国际城等项目，作为中
国铁建地产华东公司“都会雅居”产品系标杆作
品，处处展现出中国铁建地产的“国匠”精工、实
力与诚意。

在10月23日下午的“我和我的媒体朋友们”
主题对话中，常州京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有建、副总经理刘冀龙、副总经理张越，中铁
房地产集团华东有限公司苏锡常事业部营销总监
刘婷等出席见面会，与常州各大新闻媒体代表共
鉴龙城楼市盛事。

致辞中，刘有建总经理讲述了中国铁建70载
的恢弘发展史，以及中国铁建地产华东公司深耕
华东、聚力生活家的发展战略。同时，刘有建表达
了对龙城常州悠久历史与厚重文脉的久仰与敬
重，相信“双雄”联袂，必将呈现“国匠”精工著作，

不负千年龙城寸土，不负常州人民的期冀与厚望。
24日，中国铁建地产盛邀常州各大新闻媒体

界同仁齐聚，共启品鉴之旅。央企的责任，任风云
变幻始终不改担当；品牌的锋芒，必然要经得起犀
利的挑剔。常州媒体们鉴匠心、踏古镇、品浓情，
赏味名不虚传的嘉兴江南之美，参观嘉兴花语江
南、花语堂、江南国际城等品质住区，多维度认识
中国铁建地产，了解“都会雅居”产品系。通过实
地体验，大家共同见证了央企的品牌实力，无不对
中国铁建地产首入常州的天宁项目寄予了无限的
期待。

中国铁建携手中粮集团，双央企，双世界500
强，2018双雄强强携手，首进常州。择址水投1
号地块，常州市府板块、天宁区正轴，龙城大道东
侧、永宁北路南侧，用国企力量，筑造首进龙城的
标杆之作，献给这个时代。

房文

中国金融市场将迎来怎样的挑战
与机遇？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才能让自
己恒久立于理财不败之地呢？10月
27日下午，由常州报业传媒广告有限
公司承办的“现今形势下的挑战和机
遇”高端圈层财富论坛在港龙·九誉售
楼处（东方大道与华丰路交汇处南角）
成功开展。

港龙地产，砥砺十余载深耕长三
角。立足常州东，以精筑国际化高品
质社区理念，全新升级港龙·九誉，以

常州经开区圆心之位，尽揽醇熟生活
资源圈。此次活动中，投资理财专家
纷纷表示，买房买的不仅仅是房子，更
是一种生活。而生活品质的高低，与
社区周边的配套息息相关。齐全、成
熟的配套，可以为业主的生活品质起
到提升作用。

据悉，本周还有两场活动将在港
龙·九誉售楼处举行，主题内容分别
为：“中医养生保健”健康知识讲座、舌
尖上的奢华红酒品鉴会。 李林

本报讯 26日上午，记者在建行
常州分行金坛南门支行营业部二楼看
到，购房市民吴俊夫妇和卖方李先生
在存量房银行资金监管专柜前，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31万元的首付款和
贷款手续，仅10多分钟就办完了。

记者了解到，本月起金坛区在我
市率先实现存量房“资金监管”，金坛
市民买卖存量房可就近选择银行网点
办理资金监管和贷款业务。去年，我
市在全国首开新房交易资金政府监管
先河，被业界称为“支付宝”模式。此
次金坛区全面实施存量房交易资金银
行监管，意味着金坛房产交易全面进
入资金安全的“支付宝”模式。与此同
时，金坛还同步实现了“一站式易家”
服务，买卖双方可在一个窗口，一站式

完成水、电、气等过户手续。
市房管局副局长吴玲忠表示，这

两项服务创新实际上是我市不动产智
慧云平台服务功能的延伸。近些年
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不动产登
记、交易量激增，由于不动产登记、交
易涉及国土、房管、登记、税务、银行、
公积金等多个部门，程序繁琐，登记、
交易大厅常常人满为患，成为群众办
事的“堵点”和“痛点”。为改变这一现
状，我市在市政府主导下，成立改革领
导小组，房管、国土等相关部门参与，
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起覆盖全市的不动
产智慧云平台。

该云平台以“互联网+不动产登
记”为切入点，通过云平台改变不动产
原有业务办理模式，把不动产交易、登

记、纳税以及其他涉房业务全部整合
在平台上，形成一体化、智能化、全流
程在线服务平台，从而把服务窗口延
伸至电脑、手机等终端。其最大亮点
是“全市通办、受办分离”，就是不动产
登记申请不限地域、时间限制，全市任
何一个不动产登记窗口都可申请办
理；再就是“一窗式办理，一站式过
户”，不动产登记、交易涉及的部门较
多，以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现
在只需一个窗口就可办结。

市编办副主任邹明初表示，常州
不动产智慧云平台建设的难点是多部
门统筹联动、办事流程跨部门整合。
市房管、国土、税务、金融、公积金、公
安以及水、电、气、电信、有线等公共服
务单位，按照统一收件标准、统一业务

规程、统一服务标准的原则，密切协
作，整合优化了全市所有行政区域的
相关服务窗口，从而实现了一城通办。

邹明初介绍，根据市政府调研，云
平台运行以来，全市不动产登记效率
明显提升。目前云平台已经吸纳
2300多个经纪机构，完成资管、纳税、
贷款等业务4万多笔，日均超过200
笔。“不动产登记5日内办结率达到
97.76%，是我市第一个全面完成

‘3550’工程的部门。”邹明初说。
日前，由南京大学林闽钢教授任

组长、省住建厅、国土厅等有关专家组
成的验收组认为，该云平台在全省和
全国不动产交易登记改革创新方面都
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意义。

（房管轩 刘一珉）

本报讯 日前，金坛区物业纠纷巡
回法庭暨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揭
牌成立，这是该区整合资源、健全完善
物业矛盾多元调解体系的又一次探索
和尝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居住
环境和物业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制
思维和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在住
宅小区的管理中，因小区规划建设遗留
问题、公共设施养护、机动车停放、物业
服务水平等因素引发的各类物业纠纷
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早在2011年，

金坛区就已尝试在多部门协调下成立
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对保持小区的和
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8年初，金坛区物业管理职能
划归区城管局，将物业管理纳入城市综
合管理，物业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篇章。
为进一步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在
物业管理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区城管局
与区人民法院联合成立了物业纠纷巡
回法庭与新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二者合署办公。据金坛区城管局物
业管理处主任潘金悦介绍，物业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将以法院和城管专职调
解员为主，后期还将陆续聘任街道、公
安等部门的兼职调解员，重点解决业
主、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几方之间发
生的各类适合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
的纠纷；物业纠纷巡回法庭将由区人民
法院选派两名经验丰富的法官常驻办
公，并定期深入小区延伸审判职能，努
力实现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速裁审判
的无缝对接，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利的
司法维权渠道。

（徐小燕 徐蕾）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在推动保
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
不仅仅让中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
屋”，还更多兼顾人文关怀。记者日前
从市住房保障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在
全市17个保障房小区实现爱心服务全
覆盖，以“生活小帮助、物资小资助、就
业小扶助、心理小救援”的方式，让公
共福利真正惠及被保障人群。

常州是全省第一个在中心城区实
现住房保障应保尽保的城市。截至去
年底，常州市区已有14.7万户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享受了廉租住房、公共
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保障。

在对被保障对象的日常服务及回
访过程中，市住房保障中心了解到，除
了希望有房住，被保障对象的就业、教
育、医疗、文化等其他生活问题，也需
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为
更好地服务保障房承租家庭，由常州
市住房保障中心组织，与保障房小区
所属房管、街道、社区、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一道，以“生活小帮助、物资小资
助、就业小扶助、心理小救援”的方式，
先后在景秀世家、陈渡新苑、飞龙新苑
3个保障房小区成立了“保障房爱心服
务社服务点”，之后又覆盖至金泽家
园、金安家园、金润家园等14个保障房
小区。截至目前，“保障房爱心服务
社”已在全市17个保障房小区实现爱

心服务全覆盖。
没有锣鼓，没有鞭炮，每个爱心社

都是以上门服务开始爱心之旅的。
“爱心服务社的志愿者经常来我

家搞卫生，我都不好意思了，已经享受
这么好的政策，就不要给政府增加麻
烦了。”说这话的是金泽家园低保户夏
慧敏，她没想到这辈子能住上这么好
的房子，更没想到在生活上还能得到
这样的帮扶，“这比捡到金子还高兴。”

据悉，“保障房爱心服务社”服务
内容有12类，分别为：家电检修、室内
保洁服务、就业帮扶、警心服务、心理
帮扶、医疗义诊、爱心超市、便民理发、
爱心慰问、爱心捐助、法律援助、廉租
房家庭儿童助学等。5年时间，已累计
为保障房困难家庭提供各类爱心帮扶
服务1100余次。

除了向小区服务对象提供物质援
助和心理帮扶的同时，“保障房爱心服
务社”还不断丰富保障房小区居民的
精神生活，定期不定期地举办由小区
居民自编自演的文娱活动。

市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王剑波表
示，保障房爱心服务社是一个为民服
务的平台，下一步，中心将进一步完善
服务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延伸服务内
涵，提供长效化的服务，更好地为保障
房家庭提供爱心服务。

（徐蕾）

立足提高效率 部门联动创新

常州首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新模式
专家认为，该平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意义

11月：近20个盘首开或加推

中国铁建地产和中粮集团强强携手精工打造

常州核心城区将添“国匠”大盘

中国铁建地产/中粮集团城市品牌展厅荣装盛放，敬
邀莅临新北万达广场F1、常州购物中心F1、江南环球港
F1（6号门）共鉴“国匠”丰采！

金坛区化解物业纠纷出新招

成立巡回法庭暨调解委员会

17个保障房小区实现爱心服务社全覆盖

5年累计提供爱心帮扶1100余次

港龙·九誉

开启“现今形势下的挑战和机遇”财富论坛

无限风景点缀无界生活

醉美龙城礼遇万象府

明天进入11月，不少楼盘为年底
收官争取成绩加推，据不完全统计，纯
新盘有万象府、美的·旭辉天赋、佳源
悦府、德信佳源宸府，此外还有雅居
乐·凤凰台、星河国际、常发·珑玥、港
龙·新港城等15个盘加推。

武进新北开盘最多

武进是目前我市房源较多的区
域，11月至少有5盘加推，分别为星河
国际、常发·珑玥、新城·桃李郡、新城
金樾、荣盛御府、观棠。其中，今年全
面升级的常发·珑玥预计将在月底加
推二期1号或2号楼精装高层；荣盛御
府有3幢楼拿证，共推148套花园洋房
及小高层。

新北区佳源悦府、牡丹·三江公
园、碧桂园·壹号天禧、碧桂园·金科光

明府、雅居乐·凤凰台5盘加推。雅居
乐·凤凰台将推9号、10号、14号楼的
洋房和叠墅。

天宁区德信佳源宸府、中海铂悦
公馆2盘首开或加推。

钟楼区MOOC星光城、梧桐香
郡·东樾、雅居乐·路劲棠颂、美的·旭
辉天赋4盘加推。

经开区有嘉宏蔚蓝天地、港龙新
港城、万象府3盘加推或首开。

纯新楼盘各有特色

11月，万象府、美的·旭辉天赋、佳
源悦府、德信佳源宸府4个纯新楼盘
各具特色，可谓是惊艳之作。

万象府位于常州东部新城，主打
建筑面积89-121平方米中小户型，户
型设计好，空间利用率高，即使89平

方米，也做到了三房两厅一卫，并且还
是三开间朝南。

美的·旭辉天赋位于钟楼区白杨
路与月季路交汇处，该盘主打产品为
精装小高层以及洋房。整个小区注重
人文文化以及全龄生活打造，目前智
慧精装样板房已经公开，预计首开4、
5、6号楼，主推115、142平方米。

佳源悦府位于新北珠江路南侧，
新北区人力资源市场就在附近。该盘
占地面积近1.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
栋小高层住宅，预计11月初即将首
开，主力户型110-138平方米。

德信佳源宸府位于天宁区竹林北
路北侧、庙湾村西路西侧，附近有红梅公
园，该盘规划6栋成品小高层住宅，预计
首推2、4、5号楼，主推户型面积为115-
143平方米。目前项目样板房已开放。

改善为主更多突破

无论是近期推出的纯新盘，还是
各盘的加推，以改善型为主。

常发·珑玥推出了户型面积
135-197 平方米的奢装精装房；港
龙新港城预计加推精装小高层，
设计更优雅独特，119 平方米的边
户户型做到零浪费，并能实现三
面采光。碧桂园·壹号天禧、碧桂
园·金科光明府也推出了户型面
积适中的精装房，在功能性上有
更多突破。

梧桐香郡·东樾、雅居乐·路劲棠
颂等盘均位于钟楼经济开发区。其
中，雅居乐·路劲棠颂主推小高层及洋
房，被誉为新中式礼制学府大宅。

王淑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