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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上一周（6月 16日 -22日）市区商品
房成交 1091套，面积 113161㎡，环比分别上涨 15%和
1%；市区住宅成交 762套，面积 94871㎡，环比分别上涨
6.
4%和 7.
5%；市区商品房均价 7093元 /
㎡，住宅均价
7029元 /
㎡， 环比分别上涨 7.
4%和 6.
4%。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心城区商品房成交面积 38805
㎡，
成交均价 7156元 /
㎡；住宅成交面积 29705㎡，成交均
价 7544元 /
㎡；武进区商品房成交面积 35291㎡，成交均
价 6909元 /
㎡；住宅成交面积 30051㎡，成交均价 6313
元/
㎡；新北区商品房成交面积 39065㎡，成交均价 7196
元/
㎡；
住宅成交面积 35115㎡，
成交均价 7207元 /
㎡。

据了解，上周商品房成交量与前一周基本持平，住宅
成交方面凯悦中心集中备案，对住宅成交量带动作用明
显；成交价格方面，由于商品房方面车库成交减少，市中心
楼盘凯悦中心对价格方面影响较大，因此，价格方面上涨
约 500元 /
㎡。
从排行榜来看，武进六盘上了排行榜单前十位。包括
莱蒙城、
御城等。而排行榜第一名被中心城区凯悦中心
“摘
得”
。位列第二名的是新北区的世茂香槟湖，
6337元 /平米
的均价让其成为炙手可热的楼盘。
本刊记者

李林

“公转商”
满月

申请贷款增 3成
购房者信心提振
房者来说，
还是比较有利的。
此外，公积金中心通过逐户排名
单、点对点电话提醒等服务，使今年的
困难家庭贷款贴息申请户也比去年增
长 38%，
实现了
“应申请尽申请”
。
据常州市保障房服务中心介绍，
去年，常州市房管局联合城管局共同
开展了中心城区环卫职工公租房保障
试点工作，经过申请、审核等环节，共
有 303户通过审批。去年，
首批 200户
环卫工保障家庭进行了选房，其中 198
户家庭选到了满意房源，
1户选择放
弃，
1户未参加选房。

放款时间缩短
买房申贷更方便

从 5月 19日开始，常州公转商补
息贷款政策有新调整，即职工申请公
转商补息贷款，最高可从原来的 50万
元提高到 60万元，
贷款额度统一按 20
倍算。举个例子，
小杨夫妻俩的公积金
账户共有 5万元余额，他们之前有过
使用记录，如果申请公积金贷款，最多
只能申请 50万元，账户上的 5万元不
能提现。如果申请公转商补息贷款，
不
仅能申请到 60万元的贷款，且只需在
账户上留足 3万元，剩下的两万元还
可提现。
如今“公转商”满月，申请贷款增 3
成，
效果显著，
更提振了购房者信心。

公转商新政很受欢迎
1个月申请贷款增 3成
数据显示，截至 6月 19日新政实
施一个月，公转商贷款受理量增幅达
到 30%，贷款家庭中超过两成享受到
了提高贷款额度带来的实惠，通过提
高额度使 60余户家庭多申请到贷款
800多万元。
有业内表示，目前常州几乎所有
银行房贷利率优惠都已取消，首套房
执行基准利率，甚至还有银行在陆续
提高首套房基准利率 10个百分点。所
以，此次公转商补息贷款对于刚需购

上半年，我市住房公积金资金供
需持续紧张，使用率始终保持在 97%
左右，比周边城市平均水平高出 10多
个百分点，资金供应紧张导致贷款等
候周期加长。5月上旬，市区商品期房
贷款平均等候周期超过 4个月，二手
房贷款等候周期超过 2个月。
对此，市公积金中心加大政策创
新力度，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两次召
开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协调全市 11家
商业银行，在 5月 19日推出了新的公
转商贷款新政策，将贷款最高额度由
50万元提高至 60万元，
在签订借款合
同后 20个工作日内放款到位。
“公转商”放款时间的缩短相比于
目前紧缩的“银根”有着明显的优势，
据了解，目前纯商业贷款放贷时间也
在半个月左右，而且各楼盘合作银行

国土部发布土地新规
控制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有限，给予客户的优惠也较固定，所以
选择“公转商”
，不仅给予支持的银行
多，
而且给客户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购房者、
房企信心提振
无论是从政策的出台到落实，
公转商
带来的利好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购房者而
言，这一政策把买房的贷款额度提高了，
解决了金额的问题，
还贷相对便宜，
记者
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窗
口了解到，
从上个月政策出台到现在已经
有不少购房者开始询问公转商的具体办
理流程，
预计接下来还会迎来一股转贷款
的流向。部分房地产项目的业务员了解政
策后也纷纷向记者表示，
近期他们在向本
地客户推介房源时也会重点推荐这个新
政策，
以坚定客户购房的信心。
对于开发商而言，从一开始担心
公转商手续繁琐对楼市影响有限到现
在纷纷给予支持，尤其楼市处于胶着
阶段，公转商政策对刺激消费者出手
还是有一定促进意义的。所以。近期楼
市很多楼盘在酝酿入市。
据了解，
上周 8盘获预售证。其中
中海锦珑湾和翡丽蓝湾楼盘较新，其
他楼盘都相对比较成熟。中海锦瓏湾
项目位于新北区黄河东路南侧，处于
恐龙园板块的最核心位置。而翡丽蓝
湾位于西太湖生态休闲区，三面环伺 2
亿方的西太湖水域，是西太湖版块唯
一的一块临湖的住宅项目。这两个楼
盘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是时
下受人欢迎的景观楼盘。
本刊记者

李林

6月 19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
正式发布《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国土部表
示，为防止地方在经济发展中急功近
利，
片面追求土地收益，增强规划科学
性和刚性管控，需对用地规模整体调
控，
实现
“控总量、
挤存量、
提质量”
。
在“完善市场配置，促进用地提
效”
方面，
《规定》扩大了土地有偿使用
范围。首先，除军事、社会保障性住房

和特殊性质用地可以以划拨方式供应
外，国家机关办公，交通、能源等基础
设施（产业）等经营性用地，将实行有
偿使用。其次，
通过地价引导土地资源
有效利用。要求各类有偿使用的土地
供应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最低价
标准。禁止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
补贴、奖励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
价款。

6月 19日常州武进
6幅地块成交
6月 19日，常州武进区又有六幅
地块成交，该六幅地块总面积为
138419.
05㎡ ， 总 成 交 金 额 为
20892.
861万元。这六幅地块有三幅
为商用，
三幅为商住，分别由常州市春
秋乐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武进
绿锦建设有限公司拍的，都是以底价

成交。
除此之外，
6月 19日，
常州武进区
还有一幅地块挂牌出售，
这是湖塘镇勤
胜路西侧祁舍河以北的地块，
是商业用
地，总面积为 104506㎡，起始价为
70541.
55万元，
挂牌时间是 2014年 7
月 7日至 2014年 7月 16日。

常州中华恐龙园全面实施
恐龙
“复活”
战略 建恐龙王国
凭借不断创新和品牌经营，中华
恐龙园仅今年 5月就累计接待游客超
过 45万人次，
成为当下国内炙手可热
的旅游目的地。在打造
“形象 -内容 媒体 -体验 -衍生”创意旅游全产业
链的基础上，该园于 2012年提出了
全面“恐龙复活”战略，借助中华恐龙

园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签约共建的
3D数字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并寻求全
球合作，
从技术上实现恐龙“复活”
，为
娱乐体验实现恐龙“复活”的梦想提供
有力支撑。恐龙
“复活”
战略，
不仅在产
品研发方面，还涵盖了服务、管理、运
行等所有板块。

雅居乐长三角发展进入
“深耕时间”
先做强再做大，
已布局 16个项目，
今年推出近 10个新项目
长三角的经济实力和城镇化发展
机遇，令这个区域对全国房企充满魅
—雅居乐
力。来自广东的实力派房企——
地产借此优势，以 8年时间在此建造了
优秀的酒店、住宅项目，赢得良好的市
场口碑后，发展力度更为迅猛。6月 20
日，雅居乐在“驰跃长三角”
2014战略
及新品发布会上，首度公布了在长三角
的系列规划和新项目。
据悉，雅居乐地产在长三角在售
和储备用地规模达 380万平方米，今
年新近推售及下半年即将入市的新项
目近 10个，除符合各地市场需求最
旺的品质刚需产品外，还有政府重点
支持、可作为城市地标的综合体项
目。这意味着，雅居乐地产长三角发
展从“本土化”进入“深耕时间”，以城
市地产为主攻方向的长三角业务，将
在雅居乐全国布局中担当更多的重
任。雅居乐表示，他们看好与长三角
发展同步的房地产业务，亦有信心以
雅居乐的品牌美誉度、产品品质、社
区完善配套及运营、物业服务等优势
令市场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先做强再做大
卓越于超越
熟悉雅居乐的人都知道，雅居乐地
产具有粤派房企的鲜明特点：稳健、务
实！他的发展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资
金、团队培养等情况布局，更注重“先做
强再做大”
。
在长三角的发展亦是如此，用 8年
时间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在人员、产
品设计、物业服务等领域先本土化，然
后才扩大市场推进规模化。
正因这一策略，雅居乐的品牌在长
三角布局首进的南京、上海两地已收获
了美誉度。在南京，精品社区南京雅居
乐花园，以开阔的点式布局，人车分流

的规划、植被葱郁的园林，以及细致的
物业管理，使该盘在销售的三年中，年
年获得南京单盘销售冠军。去年底，精
心 筹 备 5年 多 的 中 式 资 产 型 产 品 项
目——
—雅居乐长乐渡、终极改善型产品
雅居乐滨江国际，成为南京两大高端物
业的领军代表。在上海，雅居乐与万豪
合作的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开业一年
来，
100%的入住率超过 300天，在上海
酒店行业具有极好口碑，成为欧美人士
到上海旅游的首选酒店之一。
今年，雅居乐地产在长三角的发展
将“卓越于超越”
，当前，雅居乐在长三
角的布局，从重点城市向周边优质城市
群拓展，适时进入杭州、宁波、常州、扬
州、无锡、昆山、镇江、南通等地，选择可
发挥雅居乐优势的项目进行发展。据了
解，
目前在售及待售的房地产项目达 16
个，产品类型包括资产型高端物业、城
市综合体、
刚需社区等。

新开拓城市，利用住宅、商业和酒店
等上下游产业优势，打造地标建筑，
以城市综合体的形式，展现 22年品
牌的开发和运营水平。首轮面世的综
合体项目，包括扬州、无锡两城。作为
扬州市的重点项目之一，定名为“雅
居乐国际”的扬州项目，将打造一座
200米高的酒店，有望成为区域标志
性建筑。进驻扬州综合体的酒店，将
成为雅居乐继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
南京雅居乐酒店后，布局长三角地区
的第三个星级酒店。

“短平快”
项目亮相
下半年进入推货
“高峰期”
最近两年在长三角购置的多幅“短
平快”地块，相继将有新产品面世，预计
推出时间扎堆下半年。发布会上，雅居
乐公布了多个全新项目，分布松江、昆
山、扬州、无锡、镇江等地，总量近 10
个，创下雅居乐进驻长三角 8年来年均
推货之最。

大盘运作 区域运营
做城市的建设者
回看雅居乐地产 22年来建设的每
个项目，能找到一个共同点，也正是能
看到一个房地产企业深层水准的优势：
大盘运作、
区域运营！
擅长大盘运作，建设新区域，开拓
新市场，这是雅居乐地产在进入房地产
之初，因项目市场问题所培养出的企业
核心能力。
1992年，在与香港一小时船程的
中山三乡镇，雅居乐地产发现了香港人
愿意往广东度假置业的需求，便设计了
精致的类别墅产品——
—四孖屋，又引入
港式物业，快速在香港市场占领了港人
到粤置业的市场份额。随后在中山东部
一个曾经荒芜的区域，雅居乐又建造了
集住宅、酒店、商业、学校、交通巴士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社区，不仅吸引了港澳

雅居乐地产曾创下
中国房地产界多个
“最早”
人士度假，亦带动了中山城区人口自发
向此转移居住，并带旺了该区域的发
展。在海南三亚的雅居乐清水湾，这个
项目使得三亚陵水县在中国出名，使清
水湾湾区出名，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
了大量客流，也是居民的家庭受益有所
提升。
之后的项目，雅居乐均非常重视社
区内配套的完善性，并根据项目目标客
户群的不同，在规划中配套不同的生活
设施。为了更好的运营项目，雅居乐地
产成立了酒店中心、教育中心、商业中
心，以配合各项目更好的运营各项配套
资源。
在长三角的发展，雅居乐的这一优

势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在南京的雅
居乐滨江国际项目，雅居乐自运营的五
星级酒店将于明年投入使用；在扬州和
无锡，雅居乐将建造城市综合体，包括
酒店、大型商业、住宅等物业类型，这也
更为考研雅居乐在综合型产品线上的
运营能力。因此，
有业绩人士评价说，
雅
居乐已经超越了一个房地产企业的责
任，担当了部分政府的功能和职责，在
政府新区域的建设上，雅居乐地产曾经
起到了带动发展的作用。

产品多元发力
打造地标建筑
雅居乐此番扩征长三角，并非简

单复制。发布会中，雅居乐透露，长三
角项目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这与大
盘密布的华南区、旅游地产集中的海
南云南两省，形成雅居乐全国布局差
异化版图。
据悉，长三角地区，雅居乐将主攻
城市地产方向，包含豪宅、刚需、休闲度
假多种社区类型，住宅产品线更为丰
富。上半年，主攻南京市场的高淳雅居
乐花园、林语城，已经率先开盘。下半
年，针对上海刚需定制的雅居乐星徽、
雅居乐昆山项目，
将首度亮相。据悉，
两
盘户型规划结合雅居乐经验和上海居
住习惯，
兼顾实用性和舒适性。
值得关注的是，雅居乐将在多个

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先行者，雅
居乐是全国最早取得外销牌照的开发
商之一，率先将房子销到港澳市场；也
是全国最早将港式物业引入社区管理
的开发商之一。
2005年，雅居乐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二家在港
上市的房地产企业，亦是少数被纳为多
项指数成分股中国房地产企业。
从大盘开发、创新营销，到社区管
理，雅居乐在全国逾 40城、
90个项目
运作中，展现出强劲的综合运营实力；
其在城市大盘、旅游地产等细分市场的
精准操盘，
堪称行业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