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为参展楼盘展示 （排名不分先后）

参 展 楼 盘 展 示
2020第15届红盘常州年度品质楼盘评选

2020年3月25日 星期三
编辑:殷娅 李林 楼市 A5

2020·第15届红盘，这是常州房地产市场唯一一个坚持了15年的官方评选活动。自活动启动以来，得到了新城、嘉宏、九洲、常发、大和、绿地香港、星河、路劲、中铁建、光明、旭辉、
龙湖、中海、锦艺、美的、五星置业、黑牡丹、金科、绿城、碧桂园、恒大等二十多家房企三十多个楼盘积极报名参加。

光明城投·荷樾府

常州·荷樾府是百强国企光明地产与上
市国企上海城投的钟楼荷园板块携手之作。
项目毗邻华东首个191余亩荷花主题公园，3
公里范围内龙湖天街、宝龙广场一站式购物
配套齐全，北师大常州附属学校，鸣珂巷幼儿
园、常州市新闸中小学环伺，传承书香门第。
项目总建约24万方，规划15栋小高层、5栋高

层，致力打造荷园板块高品质公园住区。目前常州荷樾府在售建筑面积为
约91-128平方米轻奢小高层，开启公园人居新生活。

花语江南

中国铁建地产与中粮集团，双央企，双
世界500强，于城市门户核心之地，以高端
产品系（都会雅居）——江南系，位于天宁区
府、常州市府的双府政轴。花语江南，约33
万方城央著区，建筑面积约143-220平方米
国匠大宅，国际轻奢美学，一线家装品牌加
持，定义精奢人居标准，尊享荷兰管家培训

体系，提供生活家3.0全周期服务。荣膺“建筑界的奥斯卡”之称的WELL
™金级预认证！

绿城·江南里

绿城回归常州，匠筑绿城·江南里。项目
占地约17.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7.2万
平方米。项目分五期开发，规划有中式合院、
中式叠院、洋房、高层四种住宅产品。落成后，
将成为常州具有超高标准的江南园林住区，书
写常州人居的最高境界。

绿城·江南里项目雄踞西太湖板块价值高
地，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远离喧嚣同时，近享繁华商区、名校学区、三甲医疗、
休闲娱乐、商务发展等西太湖国际配套。

近日，碧桂园服务发布2019
年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碧桂
园服务在营收、净利两大关键指
标上实现双涨且幅度明显。碧桂
园服务实现收入96.45亿元，较
2018年同期增加106.3%，实现净
利润约为人民币17.18亿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物业服务的价值被最大化释放。
3月1日起，武汉启动无疫情区域
创建工作，被认定的无疫情小区，
可酌情调整管控等级，允许在本
小区范围内有序活动。对率先认
定的无疫情小区将给予奖金奖励

和其他激励措施：其中，无疫情社
区最高可获得20万元！相关单
位、个人也将获得奖励！碧桂园
在武汉的项目，有14个登上“无疫
情小区”榜单！而业主更有机会
获得最高20万元奖励！堪称最硬
核防疫房企！对这14个小区的居
民来说，选择了一个靠谱的楼盘，
收获了安心和实打实的好处！

疫情期间，碧桂园江苏区域
下辖社区的物业表现也堪称标
杆，积极防护、认真消毒，严查体
温，出入严格管控，保护大家安
全，挨家挨户帮大家买菜，买生活

用品，发放口罩、消毒酒精，为业
主做好全方位服务，业主们也纷
纷为碧桂园物业点赞。此次疫
情，是警告，也是一份提醒，一个
好物业是有多么重要。

一个好物业不仅是业主安全
的保障人，还是房屋价值的维护
者，更是社区文明的守护者。
2020年 2月中国物业企业品牌
指数TOP100排行榜正式出炉！
碧桂园物业以99.12的高分荣登
榜首，这份排名是对碧桂园服务
的一种认可，也是褒奖与肯定。

李林

锦艺天章
锦艺常州项目位于常州经开区板块，劳

动东路与宛沿河交汇处。项目占地约9万方，
总建约20万方，由17幢洋房和11幢高层组
成。周边有运河公园和千年遗址圩墩公园，
双公园环抱，自然环境非常优美。锦艺集团
秉持“诚信、敬业、团队、共赢”的核心价值观、

“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使命、“懂生
活、选锦艺”的品牌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打造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与全方位的
生活体验，成为涵盖地产物业开发、大型购物中心运营及互联网平台运营为
第一产业结构的领先的智慧城市生活运营商，与中国经济共成长。

常发·珑玥

常发地产携常发·珑玥耀世而来，项目
位于武宜路中轴，人民路以南。坐拥吾悦
广场、万达广场、星河cococity三大商圈。
常发·珑玥萃取新古典建筑精髓，结合欧式
园林景观，构筑人居奢境。奢装精工产品
全面升级，名家设计、科技精装强强联合，
各种人性化细节，给居者带来健康、舒适、

尊贵的享受，全面升级用心服务，礼献龙城名仕。168-224平方米升级
精装科技住宅！

绿地名墩道

名墩道项目为绿地香港首进常州的开篇
之作，依托世界500强绿地集团的雄厚实力，
绿地香港集中资源、集中精力、集中智慧，建设
超大体量酒店群及高端人居社区，其中不少于
3万平方米的五星级酒店将填补新龙商务区高
端酒店市场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当地商务、政
务、学区住宅等一系列配套需求，以匠心描绘

美好生活蓝本，倾力呈现彰显常州高新气质的“城市客厅”，助力常州人居价
值与产业发展双腾飞。

中海云樾里

中海地产已经历经40周年，全球70多
座城市，进入常州7年，共开发了7个项目，中
海云樾里是中海地产深耕龙城的最高端系列
产品，它择址天宁主城，东方西路横塘河站，
地铁主线，绝佳地段，产品均为精装修交付。
中海云樾里集合双地铁、天宁吾悦商圈、滨水
湿地公园为一体，占据不可复制的城市资源，

主力面积以建面约115-180平方米产品为主。无论是在户型打造，亦或在
精装理念上，再次升级，更具瞩目。

碧桂园·都市森林

碧桂园·都市森林位于西太湖北岸中央
位置，是碧桂园“都会系”倾著龙城之作。项
目东临常武北路，西靠环湖西路，北至飞龙
路，南近S38常台高速，临靠轨交5、7号线凤
苑路站。六维通达交通，轻松实现长三角各
城市高效交互生活。项目周边拥有成熟商业
配套和丰富的高端休闲配套。都市森林共有

四大户型：103奇境、119臻境、142宽境、192墅境，以方正格局、大面宽设
计更新城市居住新体系。

碧桂园光明·碧玥和鸣

碧桂园光明·碧玥和鸣，由碧桂园和光明
地产联袂打造。碧桂园，世界五百强企业、中
国地产三强；光明地产，光明食品集团旗下支
柱企业，深谙海派文化。以两大知名房企的
匠心运造，精工专注，锻造出东方智慧生活代
表之作。一公里范围内书香氤氲，为孩子成
长提供优质的资源。建筑面积约107-189平

方米宽幕平层，南向最大约17.4米面宽，最大约8.4米观景双阳台，视野开
阔，将社区美景收于眼底。

本报讯 近日，美的置业向
新北飞龙社区捐赠一批疫情防控
物资，包括额温计、口罩及方便面
等，为飞龙社区提供了一份防护
与温暖。

飞龙社区是三井街道体量最
大的社区，下辖十一个小区，常住
人口有一万四千多户，外来人口
占一半以上，疫情防控形势比较
严峻。飞龙社区书记徐国忠表
示，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
来，社区24名工作人员取消休假，
全员在岗，投入到疫情防控的第

一道防线。
疫情期间，社区通过“1+2+X”

的模式，即1名社工（网格员）+2名
物业人员+X名志愿者（党员志愿
者、居民志愿者、机关志愿者等），确
保守住11个小区的出入口，利用网
格化管理在各小区门岗执勤，协助
小区物业做好测体温、人员登记等
防疫工作。实现全覆盖、严防控，筑
牢居民群众的安全底线。

区科技局的志愿者表示，社
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细胞，也是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卡，我们做

的多一点，疫情风险就会少一
点。社工与物业也毫不逊色，测
体温、车辆登记等工作，从最开始
的生疏到现在的熟练操作。

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飞
龙社区新增了6000多名外来务
工人员。徐国忠带领社区工作人
员以网格为基础，结合公安大数
据、物业上报的业主信息和楼道长
登记的居民信息，每天更新，做到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不断一天，抓
好疫情防控，同时助力复工复产。

（李林）

疫情过后
又将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疫情过后，楼市走向再度成为关注焦
点。孟祥远从宏观大背景下，分析了金融环
境、楼市政策宽松、资金面充裕、核心城市
（群）土地市场活跃、成交出现反弹等综合情
况，对当前和未来的楼市政策和走向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

“现在是否是买房的好时机？”孟祥远说，
“分析楼市的发展，短期要看资金与政策，中期
看土地，长期看人口。这次疫情，对经济发展
产生了短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也正是这个影
响，各个地方都在出台一些政策，积极复工生
产，楼市调控政策的松绑等方面都出台了相应
的政策，所以今年的楼市政策相对是偏宽松
的，我认为各个城市在楼市政策上不会再加
码，这对于楼市的短期发展是有利的。”

孟祥远认为，今年的资金面趋于宽松，
未来会有更多的资金释放给市场，货币量相
对早年也会有较大的增长，房产也是一种货
币的载体，这对楼市是有支撑的。从中期
看，年初以来中国的很多城市的土地市场比

较火爆，北京出现了成交数百亿的地块，上
海周边的苏州、南通、宁波等地土地市场都
非常的火，南京的地价比之前的地价高了很
多。常州也出现了楼面地价超过1.4万元。
土地市场反映了未来半年至一年的楼市情
况，土地市场的情况也反映了未来若干个
月对房产市场的看好。

第三个是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城市从产
业到就业等方面所带来的人口增长与流入，
对房地产也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孟祥远认
为，长三角的很多城市经济发展很好，这次
疫情也体现出江苏的很多城市社会治理水
平比较高，江苏是一个令人向往宜居的地
方，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人口流入，迁居到长
三角置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对于楼市也
提供了充裕的长期的需求，对于房地产发展
的未来更有信心。

孟祥远肯定地称：“眼下的土地市场出
现了趋于火爆的局面，购房也是一个比较好
的时机。我注意到有些开发商，受疫情的影
响，也出台了刺激市场促销的举措，这对于
购房者也是一个机会，值得关注。”

常州的城市价值
决定未来楼市价格走向

如何看常州未来楼市的发展，必需要站
在长三解城市群的高度来着眼与分析。长三
角哪些城市房产值得投资？从长三角国家战
略层面，解读长三角各大城市房产价值，及呈
现梯队式发展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又如何观
察常州的城市机遇与楼市发展前景。

孟祥远说，大家都很关心长三角的楼市
发展，特别是对常州市场更为关注，未来有
怎样的机遇？

所谓城市价值决定地产价值，地产价值
也反映了城市价值。在地产投资时，大家要
多关注优秀的城市和城市群。从全国层面
看，最好的城市群应该是长三角和粤港澳大
湾区。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总量最高的区域，
也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群，经济、社会、人
文、环境综合治理水平等多方面在全国都处
在前列，是比较宜居吸引人置业得到重点关
注的区域。具体的城市来讲，以上海、杭州、
南京三角为核心区域里的城市，基础更好，发
展空间更大，置业投资相对比较安全。

常州的楼市在早些年还没有充分的起
步，但近两年楼市发展非常的明显。随着城
市建设的提升，房产的价值得到更好的显
现，房价也有了非常大的增长过程，常州的3
万元的高价位楼盘的数量已不输于无锡，这
也是常州城市发展价值外显的表现。

从常州楼市的市场弹性看，可以从一些

先行市场观察，比如土地市场，常州土地市场
的火爆也体现出开发商对未来若干个月，半
年至一年楼市的一个展望，三月份常州土拍
拍到1.4万元以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先行指
标。第二可从人气观察，这次疫情以后，常州
楼市恢复比较快，3月中旬开始，常州楼市便
恢复到常态，常州市场人气经济恢复，市场需
求比较强劲，这也让我们看到常州这个城市
的楼市预期比较高。市民的下手的速度也加
快了，减少观望，促进了成交，包括二手房市
场受高价地的影响，也出现的二手房房主涨
价的情况。2020年，常州相比国内其它较快
走出了复苏的行情，这也是常州城市发展水
平与实力的外显的结果和必然的表现。

买房两点建议：
关注健康物业和品牌楼盘

孟祥远说，城市发展决定了一个城市的
整体水平，但城市内部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对于常州楼市整体表现比较好，比较强，也
包括一些新城区，比如新北区建设得比较
好，这些区域也会成为未来的潜力区域和重
点区域。不仅是开发商会加大这些区域的
开发力度，政府的配套建设也会加大，购房
者的目光也会聚焦于此。

孟祥远说，对于当下怎么买房，特别是
2020年也是一个不错的买房时机，具体怎
么买房，我给大家提两点建议：一是多关注
一些健康物业，二是多关注一些品牌楼盘。

现在住房消费不断升级，这次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评出的30多个品牌楼盘，其中相
当多的是国内著名一线的开发商，也有本土
的品牌开发商。品牌的重要性今后会越来
越强，品牌是信心与品质的保障，品牌的背
后关系到物业，关系到服务，关系到未来几
十年的生活。这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品牌
物业对我们生活的帮助很大，很多人认识到
好的品牌好的物业是不可或缺的。大家如
果有住房改善的需求，比如想卖旧买新，可
以提上日程早点完成心愿，通过置换一个更
好的品牌和物业的小区。

第二个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些健康的住房
产品，这次新冠疫情也促使大家更加重视健康
重视亲情，有些科技住宅、健康物业设计有很多
的亮点，很多是面向未来的设计，那些科技健康
的产品相信是疫情过后会受市场更多的关注。

另外，对于刚需的购房也不要犹豫，赶
快上车，而改善性购房，通过置换也可以更
好地改善生活。关于房产投资，我们不主张
加杠杆，越过能力的范围投资。作为改善生
活，资产的保值升值，问题是不大的。

本报记者刘燕涛

万科·四季都会落子常州皇
粮浜城市生活区，标志着2020万
科都会系作品的“自然”迭代，秉
持标杆作品的姿态，从原创建筑
之美、自然园林之美、归家仪式之
美三个维度，雕琢自然都会生活
的美学真章。

美好在建筑的表情里

作为万科都会系作品的重要
组成，都会建筑的国际审美基因，使
其拥有自己特有的美学传承与内
涵。几乎每一件作品、每一座楼栋，
均根据当地环境原创设计营造，使
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独有的“表情”。

在万科·四季都会设计之初，
设计团队就针对项目景观环境、
日照条件、四季风向等因素进行
统计分析。经综合研究决定，18
幢建筑采用围合式布局，为园区
留出更大的景观空间。同时在围
合基础上，每幢建筑以恰到好处

的角度、楼距、位置，使得每户阳
台皆拥有较为可观的景观面、通
风及采光条件。

诗意生活是自然的延续

万科·四季都会珍视皇粮浜湿
地公园每一寸土地与自然绿色，针
对区域特殊条件，确定“园林+生
活+自然”的景观体系构建原则，即
以皇粮浜为厚实的自然底盘，将景
观园林融入外界环境，并营造自然
参与式生活方式，因此，“3+1+X”
活力都会日常顺势诞生。

“3+1+X”具体包括三座景观
生活模块：四季会客厅、四季超乐
园、四季活力环；一条超级漫步道：
内部约800米，外接外部一共约
2.5公里，使得园内园外环境有机
交融，为漫步者打造一步一景的诗
意路线；还有多种公园方式带来X
种自然生活的可能性。区别于传
统社区，“3+1+X”以一种“无界互

动”的方式开展，旨在满足社区不
同年龄人群需求的同时，能够让他
们尽可能共同参与同一类项目，打
造真正的亲子乐园。

凝炼归家的仪式感

从社区入户大门到自家大
门，万科·四季都会精练归家的每
一隅空间，打造多重归家节点，让
业主在回家或离家的途中，自然
感受家的荣耀，为每天预备美好
的心情。

四季都会为每栋楼均量身打
造入户大堂，仿若酒店式的大堂
延伸空间，令归家的那一刻，一如
礼宾阵仗的仪式感。入户大堂三
个空间，共同和鸣为三重渐进式
归家礼序，从大厅到廊道再到电
梯厅，是尊崇的升华，也是主人的
奢丽会客厅。让家，成为你的一
张名片，因经典以致永恒。

李林

孟祥远受邀参加常州报业传媒集团第15届红盘评选活动，
纵论市场走势和常州楼市走向

给买房者两点建议：
关注品牌和物业

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南京
市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华南城市研究会
（智库）副会长孟祥远先生应邀参加了
常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第 15 届红
盘·品质楼盘评选活动，并以视频的形
式作了题为《解析楼市新趋势及机遇与
挑战》的主题演讲。

孟祥远从宏观的层面剖析了当前
国内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疫情后楼市当
前的走势，从长三角经济圈和常州的城
市定位与特性，对常州楼市作了观点鲜
明、解析深入的市场判断。

美的置业爱心助力飞龙社区

万科·四季都会深研都会系产品

碧桂园物业荣登物业企业品牌榜首

楼市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