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2日讯 如果你对最新的IT

产品感兴趣， 明天可以去万科城转一转。

本周六，万科城将在小区内主办长沙尖端

3C产品新品品鉴会，将展示苹果IPAD2平

板电脑、戴尔的首款平板电脑、索尼最新

最薄的笔记本电脑等。

现场到万科城登记资料的潜在购房

者，可凭资料登记卡获得由高桥电脑大世

界提供的200元电脑返现券， 在其商场内

购买台式机及笔记本电脑之后，可领取返

还现金200元。 █邹颂平

5月26日—29日， 第31届房交会将在

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然而楼市在

经历了新政“打压”之后，成交委靡、观望

继续、促销风行，业界公认的调控三部曲

在限购令落地两个多月后，缓缓奏响。

促销渐欲迷人眼，记者采访众多参展

开发商了解到， 为了能在传统的5月销售

旺季和房交会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众多

开发商纷纷推出不同的优惠和折扣。

现象：优惠方式多样

从类型上看，目前的优惠大体上可以

分为常规折扣和特殊折扣。常规折扣主要

针对不同付款方式的买家，优惠幅度相对

较窄，一般都在9.6折以上。例如位于城北

福元路的万科城推出的新品“花园墅院”

优惠权登记享受9.9折优惠；湘江锦绣则是

一次性付款9.6折，按揭9.9折；还有长房·

时代城， 则推出办理VIP卡享9.8折的优

惠。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出现，比如时代

星城二期就推出了按揭9.8折，但一次性付

款却低至8.8折的巨额优惠。

特殊折扣则主要以连环优惠（折上

折）为主，如翡翠云天就是典型代表。VIP

客户最高可以享受4重9.8折的优惠： 成为

VIP客户，可享受开盘9.8折的优惠；开盘

当天签订认购协议， 再享受9.8折优惠；如

果是7天内签订购房合同， 则可以再享受

9.8折优惠；如果是一次性付款，就可以享

受第四重9.8折优惠。

当然，除了通过打折在价格上做出让

步之外，近期市场上的“花式”折扣优惠也

有增多趋势。 比较特殊的应该是沁园春·

御院了，该项目推出了买房优惠10万车位

款的优惠，由于近年来车位价格的不断上

涨，这一优惠对于购房者的吸引力还是比

较大的。

除了送车位费之外， 还有送物管费

的。比如碧桂园山湖城在月初的1日至8日

购湖景双拼别墅享受9.8折，一万抵两万的

优惠，同时老业主推荐新业主购房双方均

可获赠一年物管费。赠送物管费的还有麓

山·翰林苑， 老业主推荐新客户不仅可以

享受1年物管费的优惠，还有3万抵4万，送

5000元家电基金等优惠。而富基世纪公园

则推出20套特价全精装房，一口价4790元

/㎡，最高优惠28万/套，而且在规定时间

内购房还送8000元的家电。

当然，现金优惠也是最常见的。比如

联袂品格规定时间内进行认购最高优惠

3.5万元； 中建·麓山和苑VIP认筹2000优

惠12000，开盘最高优惠2万5，更有机会抽

取吉普岛浪漫之旅大奖； 湘江700江景房

源75-151平米户型VIP两万抵五万等等。

观点：折扣只是营销手段？

据记者调查，目前市场上的确有不少

真正让利的楼盘，他们希望通过促销来带

动销售。

“开发商都主动通过折扣促销来应对

楼市变局，这是相当积极的信号。”湖南辉

煌嘉诚地产市场部总监李世谋表示，楼盘

此时有让利行动， 实际上相对于几十万、

上百万总价的房款来说不算什么，而目的

却很明确，那就是通过折扣和优惠对刚性

需求和市场进行刺激。

但也有开发商会借着这个机会，先将

销售价格提高， 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打折，

使得折后的价格跟最初的价格相差无几，

成为一种销售手法。“这种情况当然是存

在的。”长沙中地行总经理胡仲云认为，部

分开发商此时纷纷打出折扣，大多只是吸

引消费者的一种营销手段。

虽然5月1日起执行的《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规定》要求，开发商在申报预售楼

栋信息时应实行明码标价， 且必须遵循

“一套一价”规定，开盘时的实际成交价不

能高于申报价，如有调整，应提前24小时

重新申报。这意味着，楼盘一旦申报了备

案价后，销售时不能随便上调价格。然而，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开发商可以在公示前

先提价，然后在销售过程中推出优惠，“这

样，事实上还是有价格上涨的空间。”

“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 并不是说优

惠越多销售就会越好。那些品质好、具有

自己独特优势的楼盘还是会得到消费者

青睐，即便它的价格可能更高。”李世谋表

示。

█记者 唐琨

房交会开发商优惠力度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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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最好的销售季节尚未到来，长

沙楼市已见硝烟。事实上，即使是在全国

楼市调控的阴霾下，长沙楼市也并未因此

沉寂，照样卖得热火朝天，诸多老盘房源

也持续在售，从目前情况看，楼市成交量

在四月底五月初有回暖的趋势。时值火红

五月，诸多楼盘动作频出，为的是占据红

五月的市场主动权。值得关注的是，为迎

接五月底房交会掀起的置业高潮，诸多品

牌地产商将发力，高端住宅市场成为市场

亮点。

诸多项目酝酿近期推盘

限购后，经过两个月的观望，品牌房

企开始集体发力。老盘加推房源，新盘酝

酿入市， 长沙楼市又热了起来。 万科、恒

大、保利、长房、鑫远、新华都等纷纷计划

在五六月份开盘……希望通过销售旺季

和房交会的契机，冲击销售目标。特别是

万科、福晟集团、鑫远等开发商，近期均有

一两千套房源推出……而这似乎仅仅是

红五月楼市大戏的一场预演。

近日，备受瞩目的超级大盘保利国际

广场正式开盘，揭开了品牌房企集中发力

的序幕。目前，保利国际广场130-160m

2

房源，即将加推新品，受到购房者高度关

注。

布局武广的运达中央广场5月18日开

盘， 将成为武广片区乃至长沙的标杆项

目。2个超五星级酒店的入住，将大大提高

该项目的整体品质。

还有永远在热销中的恒大，一年到头

供货不断，民生加精品战略一直是市场热

点，恒大长沙六大项目，目前均有新品优

惠推出，恒大城，三期78-149m

2

二至四房

现正接受登记。此外，金科·东方大院麓谷

里 二 期 1 批 5 月 15 日 开 盘 。 万 科 城

145-190m

2

房源，月底开盘。万科金域华

府90m

2

户型即将推出； 新华都万家城，新

推88-180m

2

房源5月开盘。福晟集团旗下

两大项目钱隆樽品、钱隆学府均有大量新

货推出。

品牌地产项目受关注

在当前的市场与调控状态下，小户型

“限购”， 首付与利率不断加码。“终极置

业”概念开始越来越被购房者接受。特别

是改善型置业者，他们渴望拥有更好的生

活环境、享有更优的生活配套。因此，相比

众多首次置业者， 他们更看重房子的品

质，或者是未来的升值潜力。此时，一些品

质大盘或者是品牌开发商力作，更容易吸

引长沙人的置业目光。近期，万达、运达、

恒大、万科、保利、鑫远、长房等品牌地产

商力作将陆续推出，它们成为市场关注焦

点。

作为商业地产领军品牌，万达集团入

驻长沙，引起业界高度关注。长沙开福万

达广场本周末样板房开放， 开盘在即，引

起长沙高端置业者关注焦点的同时，很大

程度上将改变长沙城市形象和提高居住

品质。

对于众多长沙置业者而言，本土开发

商鑫远集团并不陌生， 鑫远·湘府华城等

品质住宅项目，曾经是众多购房者置业理

想目标。 五月底， 鑫远·熙山项目即将亮

相，拉开了鑫远地产2011年四大新项目入

市的序章。

抛开长房·时代城、长房·白沙湾等老

盘新推项目不说， 长房·南屏锦源六月初

面市，长房集团再添新品力作。此外，顺天

国际金融中心酝酿近期亮相，长沙本土品

牌三大佬聚齐，力图改变市场格局。

此次推盘高峰，时值楼市酝酿新一波

调控间隙，房价走势更受关注。从走访情

况看，诸多楼盘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活动

推出， 不少楼盘甚至被认为是在变相降

价。因此，业内人士估计，近期房价应该会

保持相对平稳。 ■记者 邹颂平

品牌房企集中发力

明天，来万科城

看全球最新IT产品

部分参展项目 推出房源 优惠

恒大城 三期78～149m

2

二至四房 看房有礼，老带新成交，可获一年物管费

福乐·香江锦城 91～126m

2

房源 VIP2万抵3万～4万优惠

翡翠云天 88～148m

2

新品 最高14.08万/套奖励

爵士湘 主力户型70～110m

2

房源 总价优惠一万元

英祥春天 2号栋140套房源， 80～120m

2

二、三房，均价6000元/m

2

VIP认筹1万抵3万

西子·一间 均价7800元/m

2

，推出30多套67～84m

2

精装小户 房交会后开启VIP卡优惠认筹

新华都·万家城 均价6800～7300元/m

2

，推出11栋222套房源，89～140m

2

二三房 9.9折，其他优惠制定中

江山帝景 5500～5900元/m

2

，二期主推90～149m

2

精装房400多套 5千抵一万，房交会免费认筹，大户型每平米减100元

沁园春·御院 均价6500元/m

2

买房优惠10万车位款

辉煌国际城 主推140～175m

2

，5月21日开盘 VIP最高1万抵4万

麓山·翰林苑 在售149～160m

2

三房，均价6500元/m

2

，150套房源 3万抵4万，推荐客户送一年物业管理费，送5000元家电基金

长房南屏锦源 80～130m

2

房源 VIP存2千最高优惠1.6万

勤诚达·新界 在售90～107m

2

江景现房 房交会三天办理勤诚达·新界VIP升级，5千抵1万

钱隆学府 一期专利两房一口价35.8万 五月付款额外优惠5～7万元，5天内完成签约直减5千

鑫科明珠 均价5900～6200元/m

2

，500套84～124m

2

房源 VIP认筹存2万最高抵3.5万

湘江锦绣 均价6888元/m

2

，加推11、12号栋小高层72套房源 一次性付款9.6折、按揭9.9折，房交会还有优惠

未来康桥长郡 加推128m

2

3＋1户型，142m

2

原创双主卧户型 本周购房特惠2万元优惠

5月，老盘加推房源，新盘酝酿入市，长沙楼市又热了起来。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