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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仿佛注定是充满变数的
一年，房地产业同样如此。

一季度末，我国人民币房地产贷
款 余 额 46.1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9%，增速比上年末低 0.9 个百分
点，连续20个月回落，今年一季度我
国房地产贷款增幅持续回落；而另一
方面新地王不断冒出，一些楼盘防疫
复工后出现热销，节假日看房者如潮；
还有不同级别的城市楼市冷热度反差
很大，有些地区试探性地放松楼市调
控，相继搞出“政策一日游”，北京西城
区率先实施“多校划片”，取消所谓“学
区房”概念……林林总总，无不是变数
所在，用一句话评定当前楼市是“热”
还是“冷”，完全不可。

就常州楼市而言，经历此轮楼市
调控已3年多。最为鲜明的市场特征
是常州住宅产品品类快速细分细化，
大户型高档精装修有之，小户型精装
修有之，中小户型毛坯房有之，主城区
高价房有之，新城区新板块有之，不同
定位、不同类型、不同需求把单一的住
房供应细化分化起来。特别是常州城
市框架的拉大拉开，城市轨道交通的
建设推进，长三角城市群重要城市定
位等概念的形成，已把常州过去传统
意义上的三线城市进行了城市规格赋
能级的提升，也对整体楼市注入了动
能。这种格局性的影响值得观察，市
场的细化细分不仅仅是地产商的需
求，更是市场的需求。

楼市竞争也表现出从单一的价格
竞争明显转向了深度化竞争。地段
上、项目择址上更强调资源稀缺性，生
态环境、地铁出行、城市配套等都成为

了地产商角逐抢占的价值高地；小区
景观设计、室内设计、精装修档次，甚
至会所营建，纷纷重金邀请国外知名
设计机构参与其中，这大大提升了常
州地产开发的水准，一大批高端楼盘
纷纷涌现；健康类住宅新技术的推出，
智能黑科技的普遍运用，高端物业管
理引进等等，更是各大房企深度竞争
的领域。疫情期间的线上营销、VR看
房、圈层营销等手法的运用，也正悄悄
地改变了地产营销模式。当竞争转向
深度，也反映出常州地产界向内涵型
高质量型发展的一个好的动向，由此，
也带动了改善性住房消费的新走向。

当然，细分市场与市场分化是两
个概念。目前，中国楼市在不同城市
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市场的一
种分化。同一座城市不同物业市场的
接受度也是不同的，也在分化，甚至不
同地产商不同房企品牌所产生的价值
也不同。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如今
逛楼盘要比逛街购物的技术含量高得
多，投资性置业的技术难度则更大。

市场表现很热闹，市场观察却要
冷静，房地产作为政策性很强的产业，
需要更为宏观更为全面认识楼市的整
体构成与核心元素。去年年底，全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关于2020年中国楼市“最完整的政策
表述”正式公布。首先，会议强调，长
期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济的手段，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着力建
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的体制机制。抗
疫复工后，这一基调并没有改变。再

次重申房住不炒定位，并强调“长期”
坚持，显示出政府调控市场的决心。
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受市场周期的影
响，无论市场好与坏，后续都会管控。
同时，政策也明确发展长效机制和调
控机制，“长期”是关键词。第二，会议
上明确“三稳”方针，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稳定了政策预期。“稳”字当头不难
看出，地方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
中央实施长效管理调控机制，这体现
了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决心。
第三，会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而且是再度被提
及，这表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也不是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些相关
配套政策。如着力培育和发展租赁住
房，促进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这表明
2020年，要加快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的
建设，同时提到了政策性租赁住房的概
念，这也说明后续房源供给、定价和运
营等方面，会不断和此类政策概念挂钩
结合，这或是2020年值得关注的亮
点。再如，提出着力推进“完整社区”建
设的要求，围绕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继
续深入开展“共同缔造”活动，使“共同
缔造”活动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
有机融合、统筹推进。试点打造一批

“完整社区”，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创造宜居的社区空间环境，营造
体现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推动建立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以上两
个政策能否促进一些区域二手房的市
场价值提升，值得观察，这对整体楼市
观察同样多了一个维度。

日前，《经济日报》提出：房贷占比
过高、还贷压力增大的情况警示人们，
如果此时放松楼市调控，一方面必然
再次拉抬房价、打击刚需，扰乱正常市
场秩序；另一方面则会进一步挤压民
众特别是中青年群体的消费潜力，迟
滞消费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复苏。必须
长期坚持楼市调控大方向和“房住不
炒”定位不动摇。

近日，央行发布了2019年中国城
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结果，
相关数据及结果引发了公众热议。其
中，话题之一是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
与率高，达到56.5％，房贷是家庭负债
的主要构成，达到75.9％。央行报告
得出结论：中青年群体负债压力大，刚
需家庭的债务风险突出。新冠肺炎疫
情使经济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
力，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诸多行业都面
临严峻困境，一季度居民收入也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调查失业率也达
到了新高。在房贷占比较高、“金融资
产占比较低”情况下，很多人特别是中
青年，并没有太多储蓄可以用来应对
停工停产造成的收入减少乃至暂时失
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长期坚持楼
市调控大方向和“房住不炒”定位不动
摇。通过有序复工复产、定向定点帮
扶，以及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在GDP分
配中的比重，以减轻刚需群体的购房
压力、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促进经济
复苏并逐步向好。而作为广大住房消
费者，更加需要理性消费，处理好刚需
与个人财务能力的关系问题，从容面
对当前充满变数的市场变化。

本报记者 刘燕涛

澎湃经开，破局启势。遥观，位于
常州经开区中心位置，以东部发展领
头雁之姿，远见未来，傲立新一轮城镇
化潮头。千年历史蕴藏的风华底蕴，
约4000亩宋剑湖的生态美镇，足以让
遥观空间居所的评判标准，回归自然
生活本真，亦是回归理想生活向往。

使命幸福，与常州发展共风华

晋陵集团，是常州市政府直属国
有企业，致力于民生幸福产业综合运

营商，从天宁宝塔到常州奥体中心，再
到常州大剧院、常州市文化广场和青
果巷等一座座地标，都与时代长河的
潮流并行所至，包括常州大学新址在
内的常州绝大部分学校校舍的建设，
让晋陵成为常州社会事业的代名词。

宋剑湖畔，珍藏生态资产

2020年，幸遇遥观，携低密生态
洋房，于宋剑湖畔之畔，为精英献上湖
居著作。晋陵·和庭位于遥观镇芯，紧

邻宋剑湖，约4000亩的广阔湖景、得
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优美舒适的生活
体验、文教繁盛的醇熟配套，晋陵·和
庭与它只有一路之隔，是一线湖景的
真正主人。

对于“脚下”这片土地，晋陵执意
由时间酿造诗意，以约30%绿地率最
大限度地让步自然，保持空间的灵性
与活力。结合五重景观体系，打造全
龄生活乐园，儿童游乐区、长者休闲
区、运动健身区……从小孩到老人，都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天地。

低密考究，让生活回归自然

为保证社区的舒适性，更将容积
率降到了难得的1.7左右。晋陵·和
庭，融合东西技法，营造艺术化生活场
景。在建筑格局上，承续宫苑府邸礼
制，绘制归家动线，石材单元门头+真
石漆立面、精装入户大堂、全明地库设
计等细节，以匠心筑诚品。

匠心精琢，幸福再启新境

怎样的居所，才能匹配城市精英的
格局与眼界？在晋陵·和庭，宽绰居住
面积，让每位家人享受专属的静谧，三
开间朝南，瞰景双阳台，将社区绿地映
入眼眸，超6米大面宽，于峰景之上，感
受开阔人生景致。建面约95-134平
方米低密洋房，即将启幕，敬请期待。

城市展厅：遥观镇大润发沿街商
铺5幢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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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常州土地市场火热开局，
硝烟弥漫，捷报频传，高楼面价地层出
不穷。截至目前常州的万元地块已有
约二十多幅，主城区的杨班村地块更

是以成交楼面价
19793 元/平方米
成为“王炸”，刷新
了常州人对于房
价的认知。透过
真相看本质，这些
万元地基本都处
于主城区或各区
域的中心板块，主
城区领商潮、承文
脉、集聚教育医

疗、延续历史记忆，底蕴极其深厚，价
值不可复制。各大品牌开发商大手笔
攻城略地的背后，正是对主城稀缺土
地资源的极大占有。

虽然城市的版图在不断扩大，但
主城核心区反而因寸土寸金愈显繁华
与珍贵。随着土地价值的不断提升，
主城区的入场券已然越来越贵，常州
人的主城情怀该如何安放？

位于主城区勤业板块的五星·星
韵城，得天独厚的区位和配套优势,可
谓是天生自带光环。五星·星韵城与
龙城天街咫尺为邻，一站式吃喝玩乐
购，演绎城心缤纷生活。地铁2号线
（在建）五星站就在家门口，以瞬时通
达全城的速率，一步穿梭全城繁华各
境！优质教育资源汇聚，莱茵双语幼
儿园、常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平冈
校区、勤业中学等名校环伺，全龄教育

一步到位，助力孩子梦想起飞。青枫
公园、五星公园双公园环绕，自然与都
市无缝切换，宜居与繁华兼容共享。
携手新城物业，开启高端人居生活新
篇章。

品质已然卓越，价格更为惊喜，五
星·星韵城建筑面积约92-178平方米
精工户型，成交价仅一万五千多起，相
较于旁边曙光化工厂地块14615元/平
方米的楼面价，如此高的性价比，对于
有着主城情怀的改善人群来说，五星·
星韵城一定是您不可错过的优选项。

电话：0519-88887755
地址：龙江路与劳动西路交叉口

东北角（龙湖天街对面）

截至2020年5月25日，席卷全球
的新冠病毒确诊患者已经超过543万
人，波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死亡人
数超34万人，并且还处在以指数级增长
速度爬坡的阶段。疫情危机在全球持
续蔓延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凸显萎靡状
态，各行各业市场份额竞争日益强烈。

现情况下的中国，新冠病毒疫情
得以控制，各个层面均取得非凡的成
功。在这初夏五月，世间万物生机渐
露，各行业逐步回归正轨，经济逐渐复
苏。今年前4个月常州地区房产销售
成紧绷状态，路劲太湖院子成为常州
市场众多项目中的一匹黑马，以成交
面积 16005.78 平方米、成交套数 53
套、成交金额313059367.1元（数据来

源于克而瑞）三项夺取常州榜首，以四
连冠问鼎。太湖院子从地段、产品、口
碑、服务、高端配套和文化底蕴等各个
维度，所展现出的稀缺价值，成为常州
高净值人群关注焦点。

路劲太湖院子毗邻西太湖景区，
拥揽164平方公里浩瀚烟波，项目内

部及南侧有天然河流贯穿，景观资源
得天独厚，荟萃城市所有的天赋。周
边星级酒店、现代商业、名校教育、高
端医疗配套成熟，构建常州中央别墅
区版图，区位价值与日俱增；项目交通
便捷，出入皆从容，畅达常合高速、江
宜高速、长虹快速路等，快速接驳常州
市中心区及周边城市。

众所周知，中国古建筑是以高密
度、低容积率的合院式住宅为主要形
式，其不仅解决了人口增长与土地资
源难以解决的矛盾，还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中国人的哲思修为。太湖院子
以低密地块为院落建筑形制的载体，
以深厚人文底蕴为建筑基因，承袭高
端低密建筑的贵脉格局。

太湖院子项目一期即将交付。项
目二期【云镜】热销中，由五个地块围
合而成，整体容积率约0.67。组团景
观规划以“建筑为绿化让步”为理念，
以不低于35%的绿地达到更好的景
观。独门独户，户均享有前庭后院，并
且是市场上罕见的“3+2”立体格局，
其地下室层高可达约5.4米，拓展空间
尺度尽可随心所欲；客厅面宽可达约
10.5米，挑高达约6.9米，纳景于室，天
宽地阔尽此一间。

封卷钜作，三期【藏境】即将加推。
三期将分3大组团，包括160-165平方
米大境叠墅，260-320平方米湖居联
排，以及299-345平方米臻奢独栋。

VIP鉴赏热线：0519-69698888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陶养了中国
独特的人文精神与城市地标，而东方
文化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时至今日，东方文化不再受限国
籍和地域，它以宏伟而宽容的胸襟接
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并创造属于
中国又与世界融合的新文化。

中国文化浪潮，正在引领着这个
时代。

时代更新，文化地标迎来摩登时代

华夏文化随时代更迭，它为中国
600多个城市迭新带来裨益，长三角从
中脱颖而出。

长三角城市群落的崛起，令分布
在各个城市当中的文化地标成为对外
展示国家风采的文化名片，有数千年
历史的南京秦淮河、姑苏园林、杭州西
湖，也有现代摩登都会，如上海外滩。

对于中国而言，每一座城市地标
都是不可复刻的历史产物。常州淹城
同样如此，近 2500 年历史的文化遗
址，为春秋时期吴王第三子季札封地，
在他所治理的礼乐盛世当中，中国浩
瀚璀璨的文明长河于此开源。

绵延千年文化脉络，滋养了城市
的内里，淹城脉络下的淹南版块再现
活力蓬勃发展，得益于政府为城市发
展制定的低密土地规划，更是时代交
给今日常州人的“接力棒”，为这座从
2500年历史中走来的城市，书写更加
宏伟的摩登画卷。

致敬浪潮，重塑东方家族摩登新章

当东方文化拥抱国际化与多元文
化，一种全新的高净值居住需求诞生：它
既具备传统东方的精神文化，也融合了
国际对艺术、家庭更新的思考与重构。

与淹城一路之隔的新城璞樾春
秋，于千年文脉与当下高净值圈层日
常生活配套汇点处，从中国传统宫殿
建筑及南北派两大经典园林精粹中汲
取最根本的养分规制。基于当代人的
生活审美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再现常
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

世界春秋，低密叠院，新推出的叠
院产品在保留东方家族同堂起居设计
基础上，加入了西式对个体性格与兴趣
的提倡与照顾，居蔚蓝之巅，享四季美
景；于遍地浮华间，发现不一样的视角，
俯拾敞阔客厅露台的无限乐趣。建筑
面积约210平方米三重东方叠院首发
敬启，只一方空间，已承载非凡的想象。

人文与时尚、国际与传统，在新的时
代、享受年代，这样的淹城与璞樾春秋，
或许就是令人期待向往的浪潮之“核”。

新城璞樾春秋·定向预约通道：
0519-88881888

营销中心：常州市武进区延政大
道与凤林路交汇处

热土之上，耕耘塔尖情怀
当蓝图逐渐成为美好现实
霓虹深处的繁华大境
将是龙城塔尖的奢贵珍藏

再添地标 人文臻享

近日，瞩目龙城的常州新文化广
场盛大开业，常州图书馆新馆将于6月
6日起进入试运行，6月28日正式开
放。新馆建筑面积2.83万平方米，藏
书100万册，为天宁再添城市级文化艺
术生活圈，成为常州文化新地标。

新馆注重多元文化的融合，是一
个集江南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内
涵、现代高科技手段应用为一体的公
益型共享式学习空间，在内部装饰上
汇聚了龙城古地图、小恐龙标识等常
州特色元素。同时，建有演艺中心、直
播中心、亲子阅读中心、红色书房、学
术交流大厅及多种特色阅览专区，为
开展各类活动提供支持。

这意味着，距离新文化广场约2公
里的（直线距离）花语江南，又多一个
休闲的新场所，业主将享受城市进阶
所带来的的艺术文化享受。

对标滨湖 利好频至

天宁区不仅文化资源丰富，各项
规划也是屡屡进阶。日前，天宁区党
政代表团赴无锡市滨湖区考察学习相
关先进经验，对标无锡滨湖，从文化、
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全力建设，冲
刺五十强，未来前景不言而喻。

文化上，天宁区将建设大运河文
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标志性文
化旅游目的地。教育上，今年将完成7
所学校建设，常州市第一中学天宁分
校将于年内开工建设，移址新建的正
衡中学总部预计明年完工。

医疗方面，常州市儿童医院将移
址新建，力争早日创建成三级甲等儿
童医院。交通上，作为天宁区重点工
作的“一号工程”环岛路，目前正在紧
张建设中，将在今年10月全线贯通，成
为市民休闲运动的生态绿道。

理想大境 美好尽藏

无论是政府规划的种种利好，或
是近来屡创新高的地价，天宁板块的
蓬勃潜力全城认可。花语江南，作为
中国铁建地产与中粮集团双央企联袂
大作，于双府政轴精工巨制，打造约33
万方城央美学著区，云集以奥体中心、
二十四中天宁分校、新北万达、红梅公
园、一院等为代表的城市鼎级资源。

在匠心筑家的全球洞察下，花语江
南不断考量豪宅的居住及生活体验，从
全屋智能奢装精品社区、健康园林、超
五星业主会所，到国匠物业以及生活家
3.0全周期服务，以同步国际的生活方
式专注深造产品细节，致献纯粹高净值
人群住区，并荣膺常州首个“建筑界的
奥斯卡”之称的WELL金级预认证！目
前，建筑面积约143~220平方米国匠美
学艺术大宅热售中，其中169平方米奢
境四室户型正热势加推。

项目地址：常州市天宁区龙城大
道高架与新堂北路交汇处

项目热线：0519—89866666

本报讯 5月 25日，溧阳雅创高
科智造谷开工奠基暨首批入园企业签
约入驻仪式在江苏中关村盛大举行。

活动特别邀请溧阳市委常委、江苏
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主任庄松年，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
园管委会副主任潘儒，雅居乐地产集团
上海区域总裁徐渊，雅居乐地产集团上
海区域产城事业部总经理成欣，雅居乐
地产集团上海区域产城事业部溧阳项
目总经理邵嗣頔，雅居乐地产集团上海
区域产城事业部营销总监郭九鹏，江苏
通达建设集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黄烨
星以及江苏中关村产业园各局办领导、
行业协会代表、江苏通达建设集团代
表、溧阳雅创高科智造谷入驻企业代表
等，共同见证溧阳雅创高科智造谷发展
的新篇章，拼搏的新起点。

溧阳雅创高科智造谷的落地开工
预示着一大批档次高、业态新、拉动力
强的重点项目即将扎根溧阳，必将对
推动溧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产生积极
的作用，促进产业配套的拓展延伸，推
动技改创新的赋能升级，带领新兴产

业的蓬勃壮大，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积
蓄强劲动能。

未来，雅创高科将围绕“重大项目
强化攻坚年”和“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
突破年”的“两大突破”，持续发力抓招
引，全力赴强攻坚，形成以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先进装备制造、智能制造和电
子信息为主导产业，聚集上下游产业
链，共同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据悉，溧阳雅创高科智造谷项目
总投资15亿人民币，总占地面积170
亩，一期占地面积67亩，建筑面积5.2
万平方米，项目紧邻沪渝高速、长深高
速。一期主要产品形态为800-6000
平方米独栋科研厂房、中试科研，同步
配有孵化器、创业中心、会议中心等配
套设施。

溧阳雅创高科智造谷全面建成并
投入运营后，预计引入企业50家，实现
年产值超16亿元，年税收总额超0.7亿
元，带动就业3500人以上，项目主导
产业为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电子信
息，全面聚合长三角优质产业，打造溧
阳智能制造产业新高地。 李林

市场细化 深度竞争 政策既定 冷静把握
——解析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冷与热

国企晋陵落子遥观 湖畔洋房即将献映

入场券已贵，主城情怀该如何安放

地铁口 天街旁五星·星韵城成交价15000+元/㎡起

路劲太湖院子 以低密大境墅居冠销常州

文化前浪与时代后浪

“美音溧阳 智赢未来”

溧阳雅创高科智造谷开工奠基
举行首批入园企业签约入驻仪式

热土之上，耕耘塔尖情怀

天宁利好频至 花语江南与区域共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