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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燕涛

多年来市值居全国地产界首位的
中海地产，近年一度被超越，可近期业
内人士惊奇地发现，中海地产市值又
悄然回到榜首。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落
入冰点、市场触底之际，中海地产又稳
稳站上市值榜首，尽显英雄本色。

对此，中海企业集团常州公司助
理总经理张云峰认为：中海地产的核
心是“稳”，稳健拼搏、稳健发展、稳健
创新，稳健地面对一次次市场波动，重
回市值榜首是自然而然的事。

稳健的基因

始创于1979年的中海集团，是起
步于香港的大型央企。当时的香港，
建筑业、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市场发展
相当成熟。中建集团为寻求海外市场
发展，创建了中海集团，以香港为“桥
头堡”向外拓展，中海地产应运而生。

张云峰介绍说，当年在香港，中海
人如饥似渴学习港企文化，拼命融入
香港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独有的企
业文化。中海成立之初，就有股破釜
沉舟、杀开一条血路的决心，从1979
年十八罗汉勇闯香江，到1981年获得
5块C牌，成为香港政府特用建筑商，
如今每15个香港人就有1个人住在中
海建造的房子里。经过近43年深耕，
中海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力，成长为香
港最大的承建商。

中海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前瞻和嗅
觉。张云峰说，1998年的金融风暴给
中海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变幻莫测
的市场让中海更加明白，唯有稳健才
是重中之重。由此中海集团涅槃重
生，在发展中将稳健作为核心之一
——稳健的布局、稳健的节奏、稳健的
创新、稳健的财务制度等，融合形成中
海的基因。

稳健的财务

为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我国出
台了房地产融资“三道红线”政策。对

开发商暴雷现象的不断出现，张云峰
认为，中海地产之所以能居于绿档前
列，并不是为“三条红线”而采取的特
别应对举措。其根本原因是，中海地
产成立以来一贯推行稳健的财务制
度。比如，布局城市时，更注重城市能
级、产业潜力、区位优势，绝不盲目扩
张，将公司资金用到刀刃上；再如，不
要求建筑建设单位垫资建设，让更多
运营优良、建设水平高超的建设企业
与中海共同成长，通过更多开发新工
艺、新工法、新技术，融入不断迭代的
住宅产品。因此，中海地产始终处于
绿档房企最前列，秉承央企的责任、可
持续发展，让置业更加放心。

公告显示，2021年中海地产实现营
业收入2422.4亿元，同比增长30.4%；
实现归母净利润401.6亿元，归母核心
净利润363.8亿元。这是中海利润连续
四年超过300亿元，归母核心净利润连
续两年突破350亿元。值得指出的是，
近期各房企先后披露年报，中海地产是
唯一一家净利润超过400亿元的房企，
是首屈一指的利润之“王”。

张云峰表示，房地产过度去金融
化，不仅必须而且及时，构建稳健的财
务制度是房企生存的命脉。面对相对
低迷的楼市，中海提出“行稳致远，逆
势奋进”的目标，有稳健的财务，才有
抗波动的能力。如今的中海，以行内
优秀的低融资成本、成功的合约管控
能力、审慎的财务制度，不断践行着一
家优秀央企的责任。

稳健的团队

中海在香港的经济和商业环境里
不断成长，发展起点高。中海奉行人
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命脉，善于培养
高质量人才，不少中海人都是行业内
的佼佼者。随着行业规模的发展，如

今地产界处处都有曾经的“中海人”。
中海被公认为业界“黄埔军校”。

发展至今，中海也是地产界妥妥的
“资深人士”，以“一流的事业需要一流
的人才，一流人才打造一流的事业”为
出发点，中海创立“海之子”海之星”“海
纳”三大人力资源品牌。对于人才培
养，中海有独特的体系。在资格上，中
海较为关注毕业生在社会实践、特长等
方面的突出优势。在素质上，中海拥有
一套自主研发的大学生核心素质模型，
着重考察诚信品质、成就导向、学习创
新能力、沟通组织协调能力、亲合力等
方面内容，更体系化地培养员工，帮助
员工成长，因此中海员工满意度普遍较
高、离职率较底，源源不断的精英人才，
强大了中海的团队力量。

稳健的发展

经过多年海外市场的磨砺，中海地产
根据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与需求，从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起步，以开拓者的
姿态，拓展中国房地产业，成为行业内最
早引入样板房、最早引入按揭、最早引进
物业管理、最早引进环境设计等多项“最
早”的现象级头部房企，在很大程度上提
升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层级。

张云峰介绍说，中海地产从二十
世纪90年代起，引进先进开发理念，
这些经验在海外已成熟有效运行。因
此，中海地产对国内市场的拓展创新
也颇为稳健。90年代初期，中海汲取
海外住宅设计与建造经验，在房地产
市场开创性引进“物业管理、标准装
修、示范单位”等专业理念与服务。90
年代中后期，中海在住宅建筑与设计
中，率先引入环境设计概念。进入新
世纪，中海住宅开发注重概念策划与
户型创新，率先在户内融入户外概念，
把社区园林景观环境转变为有文化主

题的场景，推动住宅宜居性设计。之
后，中海不断在生态环保、技术领先、
人文归属、健康住宅等领域发展，目前
已迭代到第五代住宅产品。

据统计，中海地产旗下项目累计
获詹天佑奖58座、鲁班奖8座、国际地
产奖18座。

稳健的常州市场

中海地产2012年首进常州，初入
常州8个月内，接连拿下3幅地块。深
耕常州10年，开发10大精品项目，从
最早的锦珑湾，到2020年首进金坛开
发区政府北侧地块的翠语江南，2021
年又在城市核心地段开发桂语江南和
云麓里，中海地产在常州稳步前行，开
拓创新。

中海秉持央企责任，在多年开发
过程中，始终坚持品质第一的“工科中
海”精神，创造出翠语江南开盘首月实
现销售15亿元的常州楼市纪录。历
经10年努力，张云峰等中海人对常州
产生了深厚感情，对常州进行了更深
研读。在不断的研究与开拓中，中海
开发速度稳步提升。

如今，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大，常州
打通南北发展通道，形成东西外拓格
局。张云峰认为，这种十字型的发展
格局，是常州城市发展带动房地产发
展的基础，特别是“532”战略发展，“国
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的城
市新定位，“两湖”创新区的规划等，更
为常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房地产发展角度看，中海地产
在常州的战略核心有二：一是深度研
究常州的产业发展、特别是新型产业
发展的潜力与动向，让中海布局与常
州城市发展融合起来；二是关注高品
质住宅、改善性住宅市场需求，以更具
创新性、科技型、健康性的住宅为主攻
方向，发挥中海地产扎实的开发能力，
推进常州市场稳健拓展。市场在变，
稳字不变。

常州房地产格局正迎来重塑，中
海坚信，新的挑战中孕育全新未来。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随着相关
政策的不断引导，未来常州房地产市
场发展前景依然光明璀璨。

——中海地产常州公司走稳健发展之路的启示（上）

以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脉
络，引领着未来的方向。常州这座城
市带给了我们关于未来生活愿景的生
动答案，站在历史与未来的横纵线上，
美好愿景就此落地生根。

在充满想象与可能的都市里，动
人的不是奢华的堆砌，而是全维度的
舒居体验。建源·凤宁府位于寸土寸
金的淹南板块，执掌大学城繁华生活
圈，描摹理想生活场景。从建源·凤宁
府出发，一场关于高品质理想生活的
画卷正徐徐开启。

抢位淹南 共鉴板块崛起

淹南板块，地处武进城区主要地
段，全面展现武进历史底蕴和现代风

貌，是武进城市形象新门户、文化传承
示范区，是武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汇
聚之地。建源·凤宁府，国资背景保
障，占位武进城央，执守淹城板块，毗
邻滨水公园（规划中），热土红利尽显，
科技高端智造赋新城市未来发展，栖
居高知富人圈层，赋予武进约26万平
方米全新生活体验。

繁华聚合 无忧衣食住行

城市的中心是一个时代的价值高
地。建源·凤宁府，坐拥常州二院（阳
湖院区），星河cococity、凯尔LOMO
广场、澳洲风情商街、银谷广场、星湖
广场、迪卡侬等繁盛高端业态环绕，同
时毗邻武宜路，贯通全城，BRT、地铁1

号线在侧，自驾、公交便捷无忧。

学校环伺 安享全龄教育

文脉积淀，诗书涵养，濡染世代家
风。建源·凤宁府，附近有鸣凰小学，
同时，项目规划配建全新高端幼儿园，
北侧规划知名小学，现已动工，出门即
校门，能满足不同教育需求，全龄化优
质教育覆盖，人文书香氛围浓郁，让孩
子从小近闻书香，启迪心灵。

对望淹城 湾藏生态春秋

当城市物质生活趋近天花板，对自
然的向往，才是对生活的真正改善。建
源·凤宁府，对望约7.6平方公里春秋淹
城遗址公园，近享约3700亩长沟河生
态资源，推窗即可拥揽围合湾景，悠享
鲜氧生活，感受人与自然的无界。

淹城热土 远见科创未来

建源·凤宁府，择址城市南进、

科创东西向延展的重要融合发展片
区——科教城城市发展轴，周围核
心环伺，廊道节点串联，片区蓝带流
经，承淹城文脉，启高新创智，对望
滨水公园（规划中），重新定义主城
人居设想。

全能户型 奢阔低密人居

建源·凤宁府，深谙当代高端人居
需求，采用现代简约美学建筑，全新迭
代户型设计，自由创新优化生活，独创
四分离卫生间，打造极致窗墙比，在同
等建筑面积下使用面积更多，突破龙
城新生活。

国企建源武进第三子——建源·凤
宁府，位于淹城南、学府旁，总建面约
26万平方米，载誉登场，敬请期待！临
展中心现已开放（武进区春秋路 10
号），恭迎品鉴！

即日起至售楼处参观项目，即可现场
抽红包、赢家电，更有机会免费抽豪车。

建源·凤宁府 淹南之上叩问时代语境

夏日绵长的白昼线，让新鲜的美好
带着热气涌来，仿佛注入居高不下的温
度。时值盛夏，绿荫蝉鸣，随着温度的
不断飙升，迎来了白日气温最高的时
段。在高温的夏夜里，金隅·钟楼天筑
用一场夜间直播，在线寻味常州网红夜
市三堡街，延续生活的精彩美好。

据悉，本场直播共派送价值10万
元惊喜壕礼，福利不断，吸引了约1100
组流量观看、2万点赞量，人气火爆，精
彩纷呈，赢得众多好评。

天筑夏夜大直播 寻味常州三堡街

直播当天，金隅地产集团南京管
理中心副经理贺天啸为大家开启首轮
抽奖福利，一键开启夏夜直播，颜值担
当美女主持带大家探店三堡街。

三堡街是常州历史文化积淀厚重
的古街，几经修缮，已成为集运河文化
传播、工业遗存保护、创意产业聚集、
潮流文化兴盛于一体的综合性运河主
题文旅街区。

夜幕降临，灯火通明，人群熙攘，
美食、夜游、夜展、后备厢集市……在
这里，吹着晚风，体味最美人间烟火
气。直播一行人探寻上过央视的老街
称盘麻辣烫，用美食治愈疲惫的心；走
访了幸运观众，听他讲述对三堡街的
深厚感情和对常州的热爱。

金隅·钟楼天筑此次直播可谓是
诚意满满，为线上粉丝准备了价值10
万元惊喜礼品，直播间抽奖不断，共
进行4轮福利抽奖，线上观看流量持
续飙升。

此次直播形式，可以说开拓了地
产行业夜拓新形势。金隅·钟楼天筑
创新营销形式、激活直播价值，用互动
反哺沟通效率，用实际行动和福利回
馈每位支持者。

傲居钟楼 近享醇熟配套

金隅·钟楼天筑作为常州市场上
的改善人居标杆，傲居钟楼核心板
块，拥揽万千繁华资源，醇熟配套咫

尺尽享。
生态资源：举步可达青枫公园，近

享温暖阳光、如茵草坪，每天都能沉浸
在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中。优质学
府：与觅渡教育集团小学一墙之隔，举
步即达，近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孩子
梦想成长。繁华商业：与宝龙广场直
线距离约800米，龙湖天街约1.8公里，
繁华万象荟萃，近享一站式购物体
验。医疗护航：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于健康越发重视，这里紧邻常
州妇幼保健院，健康医疗护航人居，保
障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路网通达：东
临龙江路高架，南接棕榈路，多条路网
纵横交错，与地铁2号线、地铁4/5号
线（规划中）青枫公园站直线距离约
800米，便捷抵达全城。

匠筑1号作品 龙城人居封面

在产品打造上，金隅·钟楼天筑精
研生活本质，匠筑现代化都市空间，打
造建筑面积约113至175平方米奢阔
舒居户型，融汇奢适与雅致，兼具功能
和美观性，彰显前沿的艺术格调和高
端的居住品质。臻选杜拉维特、汉斯
格雅等国际知名品牌，从细节着手，以
无懈可击的精准工艺，焕新美好人居
想象。

金隅·钟楼天筑用心发掘本真生
活原意。那是自然对人居的礼遇，是
制造惊喜的空间设计，是峯层人物际
会圈层的雅俗共赏。金隅·钟楼天筑
共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梵克雅
宝作为设计灵感元素，以轻奢为质、珠
宝为形，通过提取故事场景，打造7个
沉浸式主题体验空间，开展“自然的诗
篇”主题展。

精筑美学会所，贴心规划“天幕泳
池、国标私宴厅、健身房、茶室、四点半
学堂”等多功能社交场，在保有私密尊
贵的同时，带来舒适的品质生活享受。

时值暑假，天筑美学营销中心惊
喜开放夏令时营业时间，朝咖晚酒，邂
逅夏日生活小美好。

金隅·钟楼天筑

在线寻味三堡街 延续精彩美好生活

建筑是时代意志转化的空间。
建筑形制和生活方式的革新，都

是契合时代的选择。随着对健康生活
诉求的加深，居住需求内涵和居住场
景的边界正快速变化。

究竟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满足对健
康人居的渴望？大和·玖越将给出答案。

2022年7月30日，备受瞩目的大
和·玖越营销中心及样板间华美绽放，
现场赏心悦目的层层绿意，充满大自然
气息的艺术装置，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现场热闹非凡，人们共同见证了大和
房屋集团深耕常州的3.0精工人居力作。

世界500强 大和房屋集团

开放仪式上，大和房屋常州分公
司营业部长首先致辞，他表示：世界
500强、深耕行业67载的大和房屋集
团，以“共创共生”为目标，遵循SDGs

（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为社会创造
新的价值。自2011年进入常州以来，
打造了龙洲伊都、琅越龙洲两大标杆
之作，大和·玖越作为3.0全新力作，将
重塑新时代下高品质的健康生活。

精工匠筑 健康人居

随后，大和房屋营销团队向大家
介绍了大和·玖越整体情况。

大和房屋集团在读懂古都常州城
市底蕴的同时，深刻洞察当下人们对健
康生活的需求，对板块、交通、生态、医
疗教育等配套全面考虑选择，并在两大
经典著作的基因上，再造人居经典。

产品打造方面，大和·玖越以约2.2
的容积率，打造建筑面积约149至238
平方米精工平墅。秉承“SDGs（可持续
发展）”理念，携手知名大师团队，在社区
景观、房屋收纳、建筑装修等方面精工匠

筑，为客户提供面向未来的美好居所。

境开玖越 不负期许

仪式结束后，来宾自由鉴赏营销中
心与样板间，现场气氛温馨。大和·玖
越的盛放，开启常州健康人居生活新方

式，大家对此充满期待。诚荐大家亲临
大和·玖越，见证美好悄然发生。

玖著繁华，超越想象，大和3.0创
新之作，与龙城共生长。建筑面积约
149至238平方米精工平墅，营销中心
暨样板间盛大开放，恭迎品鉴！

境开玖越 不负期许

大和·玖越营销中心暨样板间开放

时光凝萃匠心，见证家园生长。
从一纸蓝图到一步一景，皆在兑现美
好家期之约。当憧憬中的家园完美呈
现在眼前，幸福也被重新定义。

近日，光樾华庭在业主期待下盛
大交付，这是一场久别重逢，也是一次
美好生活的预演。在荷风轻柔的照拂
中踏上归途，业主心中理想家的梦境
照进现实。

臻情以待 幸福归家

一把钥匙，一个承诺，从最初的细
致规划到今天的幸福交付，背后不仅
有光樾华庭对品质的严苛要求，更凝
聚着工作人员数百个日夜的坚守。

为确保每位业主都能得到妥帖服
务，交付现场一路延伸的地毯、鲜花、

“心归家至 悦见美好”的造景，将仪式
感拉满。工作人员的热情问候和暖心
接待，透露着光樾华庭对业主家人的
尊重和欢迎。

悠居雅境 人居美学

美好家园，从来都是精工细作。
光樾华庭承袭光明高端作品系打造理
念，对自然美好、现代主义美学进行提
取再造，打磨全龄社区、多重园林、叠
水景观等，从铺装、雕塑小品到植物配
置，融合现代建筑风格，实现自然美景
和功能场所的完美结合。徜徉园区之

中，目之所及，处处是诗意栖居的审美
向往，理想的生活从此不在远方。

咫尺匠心 精筑品质

以匠心设计，赋予建筑温度；以精
细工艺，安放理想生活。历经无数日
夜的精工细作，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
光樾华庭将所有祝福与心意镌刻进一
砖一瓦，每一处细节雕琢，皆是阳光城
对美好家的用心。

兑现承诺 品质亲鉴

家的模样终于照进现实。打开新
家的一瞬间，喜悦和幸福一拥而上，从
此便开启生活新篇章。

在光樾华庭的交付过程中，全体
工作人员都全力以赴投入到交付工作
中，希望给业主一场温情和真诚的归
家记忆。从业主签到、账务缴费、物业
签约、物业缴费、验房，到领取钥匙环
节，每位工作人员都认真对待，让业主
反馈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交付，不只是一把钥匙的转接，更
是一种责任的书写。交付不是终点，
而是生活的全新起点，光樾华庭将秉
持光明国企的食品级安全初心，赋予
荷园板块更高级的人居价值，丰盈业
主家人的理想生活。

目前，光樾华庭还有少量96至136
平方米实景臻稀准现房，欲购从速。

光樾华庭幸福交付

时光兑现期许 焕新美好生活

广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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