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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涛

在常州日报社筹备着2023第18
届楼市红盘活动之际，与众多业内人交
流时，谈得最多的是，明年楼市会复苏
回暖吗？有悲观的，有谨慎乐观的，抱
有乐观态度的是极少数，共度时艰成为
不少人的共识。更少有人放眼今后三
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楼市趋势，也更少
有人谈房地产行业有可能出现的格局
性的变化，认识缺失显得极为明显。而
住房消费的主体，也就是广大市民满眼
还是房价的涨跌，最多谈一些保交付防
爆雷的话题。本次楼市红盘评选中关
于2023年的常州楼市走向必然是一个
重要话题，我们也将把未来中国乃至常
州的房地产行业走向作为重要话题。

稳字当头 绝不容动摇

随着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房住不炒”成为这一轮房
地产调控的政策主基调。一、二线城
市的限购，反而让常州这样的传统三
线城市成为规模房企布局的目标，特
别是常州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大，跨入
地铁城市行列，城市能级不断提升。
常州作为国内最早进入改善性住宅消
费的城市之一，常州楼市得到快速放
大的同时，精装高端楼盘也同频升温。

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深刻地
影响了历史进程。疫情冲击下，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为了对冲疫情的影响，
保就业、稳发展，货币政策又“适度”宽
松起来，财政政策积极起来。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2020年开春后，一线的

北、上、深、广房价出现飙升，土拍市场
地王频现，像常州这样的准二级城市
新开发楼盘量、价齐升，不少地方出现

“千人摇”“万人摇”。
2020年8月，针对重点房企实行

的“三道红线”举措出台了，降低负债
率、降低风险、压缩高杠杆房企的负债
空间……这一轮房地产去过度金融化
的政策成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后近两年出现的楼市巨变，
持续的凛冬让乐观者转向悲观，让房企
更为谨慎，也有业界大佬喊出“黑铁时
代”的声音，迷茫、观望、煎熬迷漫楼市。

2022年3月，郭树清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的
势头得到扭转；不久的全国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
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今年以来，从中央
到地方，保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
不断出台，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显然，这
为未来新一轮的房地产发展打下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召开会
议，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
调配合，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
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显然，这对于房
地产业的发展也定下了基调，明确了
方向，清晰了路径。稳字当头，且不容
动摇。面对困难，要稳得住心神，稳得
住局面；面对机遇，要稳中求进，进取
有为；面对发展，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转换思维 格局大变化

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本轮去泡沫化、
金融化的调整，并不是取消房地产的支柱

地位，而是要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一
支柱产业。因此，此时此刻，是到了房地
产行业转换思维的时候了；因此，房地产
行业未来发展的格局将会有重大的改变。

首先是稳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没有相对稳定的地价、房价，就没有
相对稳定的预期，房地产只有稳定发展，
才能激发真正的购买力，促进行业的良
性循环。对此，我们在观念上要意识到，
房地产金融化、过度杠杆化的老路不可
走，也回不去，稳健的企业战略是自身需
要、市场需要、购房者乐见的商业逻辑。

其次是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
市场分化。本轮调整也可以称为一次
大洗牌，最显而易见的是一些“带病”企
业被洗出局，一些严重违背市场逻辑的
商业行为被洗出局。那些在寒冬中活
下来的房企，将成为未来商品房开发重
要的主力，它们具有生命力的品质与服
务将得到延续与发展。住宅产品方面，
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房供给将得
到放大，刚性需求得到保障。同时，改
善性需求、精品高端住宅的市场不但不
会萎缩，相反，市场潜力巨大，住房开发
品质也必然成为竞争焦点。

第三是格局，要适应新格局的变
化。房地产格局必然产生全新的变
化，目前，已有不少房地产企业把重心
转向城市运营、物管服务、商业地产运
营等方面，甚至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
新都出现了房企身影。在此不评价这
种转型的优劣，但可以肯定的是，求
变、肯变、敢变是适应变局的正能量。

抱有理想 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房地产发展
的出路与方向。

笔者注意到，很多凛冬中活下来并
取得不错业绩的房企，有一个共同特点
——以产品为核心。为此，注重市场研
究、注重规划设计、注重新技术新材料运
用、注重绿色生态，甚至注重未来生活社
区的营造。而这一核心的背后，是一种
情怀与理想，他们或尊重土地的价值，或
贴近城市文化的传承，或把每一座建筑
看作城市凝固的音符，或把细节当作品
质保障的最高理解。今年下半年以来，
很多房企积极开展“稳民生、保交付”工
作，把提前交付完整交付当作回报业主
的责任与担当。等等这些，让我们看到
了房地产行业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慧根
如斯，希望所在。

的确，行业内部的竞争，真正脱颖
而出的往往是胸怀理想的企业，胸怀有
多大格局就有多大，当那些优秀房企以
产品为理想，以服务消费者为抱负，以贡
献城市为胸怀，才是谋求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真正动力。这样的例子在其它行
业已然示范激励着我国产业发展。中
国的住宅建设从高质量发展看，还仅仅
是转型的开始。绿色环保健康型住宅、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法、
设计思想领先未来社区示范等等，不是
多了，而是太少了，相反，楼市中充斥着
扩张的广告用语，同质化的景观空间、室
内空间设计，甚至“你抄我，我抄你”的流
行风……等等，几乎都是低水平运营的
产物。本届红盘提出的“好房子”评选主
题，真是个大主题，经年可论。

人是要有一点理想的，房地产行
业也是要一点理想的，否则，高质量发
展的路走不远、走不好。

——2023第18届红盘活动评选之际看未来

稳字当头 转换思维
抱有理想 质量发展

人气即是实力，热销见证品质，风
华瓴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句话。

好的作品，从来无需多言，市场就
是试金石。风华瓴著自入市以来，累
计劲销约26亿元，业主总量超2200
位，不仅凭借自身的“硬核热销基因”
突破市场周期，更成为业内眼中当之
无愧的“红盘”。

为何风华瓴著能受到广大客户的
青睐，开盘至今仍保持热势上扬？我
们一起来解码。

热销定律一
板块优势 龙城众望之选

项目占新北核心板块，万达广
场、江南环球港、曼哈顿广场三大商
圈环伺，紧邻地铁6号线(规划中），近
临中央艺术公园，毗邻三井第二实验
小学(规划中)，集一城天赋，所以说风
华瓴著是市场选出来的龙城红盘代
言，更是客户看重板块发展投出的真
实选票。

热销定律二
风华基因 逾百项精工细节

风华两个字，每一次出场，都能化
身为板块流量担当。风华瓴著来自风
华系超强产品力的加持，严选博世、卡

德维、劳芬、高仪、贝克巴斯、耶鲁指纹
锁等13大国际家装品牌（具体品牌以
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并配六恒科技
系统，逾百项精工细节，成为龙城人物
一致偏爱的精品大宅。

热销定律三
阔境宽居 舒居生活之选

选择可生长型、满足不同结构家
庭需求的户型空间，才是龙城购房
者置业理想，风华瓴著以舒适生活
为起点，建面约 125-188 平方米六
恒科技住宅创新设计打造:南向大
面宽光影通透，瞰景阳台擢升生活
质感，兼具入户玄关、U型厨房、主卧
套房等优越设计，实现当代家庭的
舒居理想。

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一次偶
然的热销不足以称为流量红盘，唯有
凭借难得一遇的好地段、众望所归的
好产品、千锤百炼的好品质、值得信赖
的好品牌等因素的组合出击，才造就
了风华瓴著的持续热销。

目前项目17栋楼均已封顶，进度
清晰可见，高品质实景呈现，置业更加
安心，风华瓴著建面约125-188平方
米六恒科技大宅，已然成为龙城人物
的共识之选，臻席争藏中。

风华瓴著

热销数据背后是众望所归的热爱

12月 17日，常州万象城·润府在
线首开，丝毫不受市场大环境影响，走
出“独立行情”。对于现阶段的房地产
市场，90%的购房者皆持观望态度。润
府的强势热销，其背后是常州房地产市
场置业逻辑的重大转变。

2022年整体楼市风向已经发生了
变化，从区域层面看，核芯区位的项目
卖得较好，从产品角度，目前住房已不
再是稀缺品，购房者的主体从刚需转为
寻求改善、寻求进入更高能级的城市人
群。随着各类重磅利好政策相继入市，
楼市回暖将显未显之际，润府凭借不可
复制的占位、超级产品力及品牌口碑，
赢得市场热捧。

常州进入高端置业时代

我们都知道，常州不缺高端住宅的
购买力。房产作为城市高净值圈层家
庭财富的压舱石和核心资产，买好买对
至关重要。在他们的购房逻辑里，房子
不仅具有居住的功能，也是一种身份的
名片。

王先生是常州一家外资科技企业
的高管，从2008年开始不断投资固定
资产。作为土生土长的常州人，他懂常
州人的圈层文化，也更了解常州的土地
价值；作为一家外资企业的高管，他见
识过世界上真正的高端住宅，他的每一
次选择，都稳稳选对了风口。

万象城·润府开盘，王先生果断出
手。“看到真正好的产品，就是要果断出
手！润府，仅凭一座万象城，就已经赢
了。未来，这里就是常州最繁华的中
心，而且“润系”的房子我还是了解的，
不说每一项都是最好，在整个常州市场
也是名列前茅。我虽然有很多房产，但
润府这套，我一定要自己住。”

万象城所在
即是公认的高端生活圈

万象所至，皆为中心。万象城依托
强大的城市影响力，不断改写着每一座

城市置业市场的格局。高净值人群择
居的同时，也被赋予圈层聚集的意义。
万象城·润府，作为常州高端商业的高
端住宅，擎领万象城繁华万千，已成为
高净值人士圈层稳固和价值的趋同高
地，打造未来都市化标签，与层峰共识，
解锁城市之中的附加值。

占位万象城之上，润府已经赢了

常州润府自规划之初，便备受瞩
目。从景观布局到户型设计，再到每
一颗植物的选择，方寸空间的利用，每
一处细节，皆倾注了华润置地无尽的
匠心。

秉持润系基因，大师精研设计，约
148米的高度，刷新常州天际，书写着
常州都心独一无二的高奢酒店式独家
生活。同频国际豪宅的风雨连廊系统，
108种名贵树种的隐奢园境，约5米挑
高的精装地库大堂，建筑面积约190/
230平方米天幕平墅，领先国际的智慧
社区系统。天赋卓越的户内设计，从公
区到室内，每一处都在演绎时尚、艺术
美学。

约190/230平方米天幕平墅
演绎生活高度

四房设计，满足家庭全生命周期，
无论是三口之家还是三代同堂，通通装
得下欢笑与美好。全景落地玻璃窗交
付，270°IMAX宽幕视野，引无数城
市人物、行业巨擘在此停留。国际一线
住宅LDKB一体化设计理念，考究的居
家动线，打破“共住”空间的局限，予生
活更高阶的尊崇体验。主卧套房设计，
配备独立卫浴间、步入式衣帽间、阔景
飘窗……无处不满足着主人的品质之
享。贴心双套房，可以是对年迈父母日
常起居最大的眷顾，也可以是对孩子独
立成长空间的尊重。

常州万象城·润府，建筑面积约
190/230 平方米天幕平墅，仅 176 席
位，恭迎品鉴。

常州润府首开大捷
背后的置业逻辑

12月9日，移远通信董事长率十
余人到常州无线通信项目检查指导工
作，公司副总经理、工管部部长及项目
经理等陪同。

公司副总经理及项目部人员对
移远通信董事长一行人的到来表示
欢迎。随后一行人到现场实地考察，
听取了现场人员对于项目目前的建

设情况、现阶段主要工作、下阶段工
作安排及安全文明施工情况等内容
的汇报。

检查过程中，业主方对项目目
前整体运行情况表示肯定，移远通
信董事长对上海宝冶快速推进项
目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他
表示，项目目前运行状态良好，项

目部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统筹
项目规划，保证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稳步推进。他强调，项目部要认真
落实安全文明施工各项措施，在保
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始终保持高
标准、严要求，保质保量，高效推进
厂房建设进度，各方主体要加强沟
通联络，共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建设
工作如期完成。

项目部将继续秉承“建精品工程，
铸长青基业”的企业使命，充分发扬

“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朴实
厚重的中冶精神，紧抓工期节点不放
松，严把安全、质量关不松懈，为业主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移远通信董事长一行
到常州无线通信项目检查指导工作

风华瓴著“钜惠双十二超燃购房节”再一次掀起龙城置业热
潮，12月10-12日热销数据出炉，来访超120组，劲销约3000万元！

过去的11月风华瓴著荣登常州新北区商品住宅销售榜，销售
金额 TOP1，劲销约 7500 万元；销售面积 TOP2、销售套数 TOP3！
（数据源自：中吴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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