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性跳脱飞扬的年纪，胡昶这个

温情腼腆的浙江青年还来不及感受娱

乐之都的性情，就亦步亦趋地投入到房

地产各种专业学习中。 从公司综合办、

财务、总经办、物业管理，到销售等各个

岗位，两年时间积累，似韬光养晦。

2007年10月，胡昶开始显露出与父

辈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的个性，这个年

轻人的智慧仿佛禅宗顿悟般为这个公

司带来了青春色彩。每天早上，当过兵

的他带领团队跑上一两公里。这种军队

般的集训管理方式，使得胡昶在那一段

时间赢得了不少同事的心。他对员工们

说， 有一种方式叫做妥协背后的个性，

我允许我的员工和我一样有个性，但是

必须妥协于我的管理方式，必须先用一

种妥协的方式完成我布置下去的任务。

期间，博林金谷第一次开盘，胡昶

亲自上阵。成绩是800套房源一次售罄。

博林金谷震撼了当时整个长沙城。

2009年， 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胡

昶仍然像2007年那样激动。

现在回想起来，胡昶说，这是我毕生

难忘的两次经历。经历艰苦付出之后的

成功，才格外刻骨铭心。

成绩面前，再挑剔的同行，也意识

到这不是个胡闹的年轻人，对他抱有敬

意。

现在，博林金谷的名字已经深刻在

长沙楼市发展史上。这个楼盘占据着南

城首站， 深藏于城市中央腹地近40000

平米原生森林深处。 三山四谷之上，德

式建筑合理穿插其中。喜欢养狗的胡昶

每天会带着爱犬在小区里转悠一圈，如

同检阅。

采访完后，我更愿意开玩笑地称呼

他为“胡少”。因为他低调、谦和的同时，

并非乏味的家伙。他的笑温暖如邻家的

大男孩，我差点忽视这个和我差不多同

龄男人的特别之处。

他年方弱冠，养了五条狗，对人和

世间万物饱怀爱意； 他年轻， 帅气，有

钱，经历世故；他踟蹰独行，行遍千江

水、千江月，既为追逐年轻生命的不断

丰满，也为寻求亿万资本的地产之路。

这才是让胡昶真正像个“80后”的

地方，轻松、愉快、持平、坦荡，执掌亿万

财富却有悠游之态。当很多项目操盘手

体会着责任的重压的时候， 他举重若

轻； 在别人自矜于荣誉光环的时候，他

不以为意。从事当今中国最受争议的行

业，他脸上全无房地产商一副“要掏空

你钱袋”的狰狞面目，也没有宏图伟业

自我标榜的老成辩白。一方面，良好的

家世教育为他早早跳脱了生存的桎梏，

另一方面，经历奋斗后的成功让他更加

放松自如，再一方面，财富、地位总是会

令匹配它们的人更懂得如何低调和宽

容。

忘掉房地产。用一个最典型的中国

句式来说：27年岁月之后， 胡昶是一个

仍然在行走的、自我实现的80后青春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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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长沙南城的标杆楼盘，博林金谷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个楼盘见证了长沙楼市从2007年到2011年，历

经调控的沉浮史。也经历了长沙楼市从“价值洼地”到品质为先的演变历程。而今，多少家庭已经在这里每天上演

幸福温馨的生活剧。

然而对于胡昶来说，博林金谷也是纪念碑。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记录的是一个80后男人的负重前行，

和在这个城市的奋斗青春。

标杆是怎样炼成的

专访长沙汇丰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昶

罗伟才（长沙易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事

业部总监）：《国土资源“十二五”规划纲要》正

式印发， 确定了未来五年中国国土资源管理

的总体目标。“十二五”期间，全国耕地保有量

要保持在18.18亿亩；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用

地将应保尽保；征地制度将不断完善，征地范

围逐步缩小，补偿标准逐步提高。

规划明确指出今年国土部还将继续加强

房地产用地供应和开发利用的动态监管，大

力推进闲置土地整治清理， 加大违规违法房

地产用地信息公开和查处力度。同时，今年国

土部还将加强和改善房地产用地调控。 确保

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

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

70%，确保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规

划延续了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从紧政策，从

土地源头上把控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缩小征

地，加强监管，明确土地用途比例，对开发商

运作土地都是限制性的硬性规范因素。 在政

策从紧、资金压力加大、市场观望情绪明显的

情况下， 规划的出台对开发商来说无疑是头

上又多了一个紧箍咒。

楼市热点将转向商业地产

梁虹（合富辉煌湖南公司）：商业地产其

实一直都被行业内所关注，而且一直以来，商

业地产都是房地产投资的一个热点区域，只

是由于商业地产的开发风险要大于住宅，且

中国国内的媒体舆论一直关注于“房价”，再

加上国内各种各样的“炒房团”盛行，才使得

商业地产的关注程度不如住宅。拿投资来讲，

现在国内大部分一线城市， 甚至是大部分的

二三线城市， 对于住房的二次购房政策都比

较严厉，二套房首付60%，银行二套房贷款利

息上调等等，都在压制住宅投资客户的需求，

而商业一直都是首付50%不变 。

住宅的价格上涨两三千元， 就会让媒体

舆论开始大呼上涨过快，而好地段的商铺，哪

怕你的价格翻了一番，却仍然不会嫌贵，这是

因为，商铺的价值衡量点和住宅不一样，只要

商铺的地段好，经营做得好，那么它的价值增

长空间将会无限量的加大， 且远远要高于住

宅。

综合中国的国情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

住宅市场仍然是中国房地产的主流方向，但

是商业地产， 尤其是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商

业， 将会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的一个热点

区域。 新房市场仍然非常广阔

世联地产市场研究部： 当一个地区发展

到一定程度之后，新房的供应量将逐步减少，

逐渐由增量房市场转变为存量房市场。 但从

目前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成交套数之比来

看，短期内新房需求量不会降低。从表5中我

们可以看出，一线城市新房明显少于二手房，

但二三线城市的新房成交量明显高于二手

房。以深圳为例，二手房交易约占所有存量房

的10%，假设二三线城市也保持该比例，且其

新房二手房比例为1∶3， 在新房每年成交量

不变的情形下，至少需要7年时间，二手房交

易量才能超过新房交易量。 如果新房成交量

保持不断增长，则这一时间将会更长。因而，

对于中国多数城市来讲，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

仍然是一个以新房成交为主的市场， 且这个

市场依然非常广阔。

■彭丹夏 采访整理

博林金谷： 由国家一级建筑设计师

与德国知名大师倾力设计， 是长沙首席

德式舒适主义示范住宅。

■记者 邹颂平

2005年， 初到长沙的胡昶21

岁。与同龄人不一样，他来长沙并非

求学、 游历， 而是执掌一个在未来

10年内都足可称之为长沙南城标

杆的地产项目。地产江湖，水深不见

底， 往往非功力深厚的老江湖不能

驾驭，因此，不免“前辈”对这个“黄

口小儿”报之以冷眼旁观的嘲笑，或

者等着看笑话。

6年过去了， 胡昶执掌的博林

金谷非但屹立不倒， 反而在风起云

涌的长沙楼市中越发星光闪亮。他

和博林金谷一起成长。

2011年， 博林金谷已经卖到

第四期， 即将推出的四期璟都

90～140平米产品是博林金谷的

升级之作。 胡昶的地产人生也得

以升级。 从对房地产一无所知到

游刃有余的项目操盘手， 胡昶用

六年时间铸就的个人风格、成就，

早已让看轻他的人也不得不为之

鼓掌叫好。

显然， 胡昶还会继续为博林金

谷这个项目带来更多。

三湘都市报： 作为南城最早的

品质楼盘之一，5年过去了， 现在的

博林金谷在南城市场上占据什么位

置？在沧海横流的地产江湖，如何持

续保持“英雄本色”？

胡昶：我认为，博林金谷仍然是

南城的标杆性楼盘之一。 虽然今日

的市场已经比往年竞争更加激烈，

品牌大鳄也越来越多。 但博林金谷

的品质经得起市场考验。 而且我们

的产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比如

即将开盘的4期璟都，我们进行了从

园林、材料、景观、外立面等全面的

整体升级。

材料全部采用低碳、环保科技，

有净化空气的功效， 这比普通材料

成本高出很多。同时，电梯也全部更

换，这次用的是奥迪斯品牌。

三湘都市报： 在博林金谷做了

这么多年，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有

什么感悟。

胡昶： 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

2007年及2009年的两次开盘，两次

都是当天售罄。我们项目一直是南

城的一把尺子。 在这里开发的楼

盘， 无论本土还是外来开发商，都

认同博林金谷项目一直是南城的

标杆，都得先用博林金谷来衡量一

番。

这是我感到骄傲的地方。 我们

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认同。

三湘都市报：作为一个浙商，你

怎么看待未来的长沙市场?

胡昶：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项

目， 中西部一线城市一直是最为关

注的，特别是长沙。

在2020规划出来以后，将建成

一个千万级别人口的大都市， 中心

城区面积几乎翻番。 从广东等地返

回的人口就有上百万，到那时，原有

的生活概念和区域都将改变。

长株潭融城的趋势是不会改变

的， 长沙往南的发展会更加快速的

推进。

面对面

不断升级保持“英雄本色”

记者手记

80后的地产青春

1.�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

与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2.�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最好是全才。

3.�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禅宗，顿悟见性。

4.�在世的人中，你最敬佩的是谁？

父亲。

5.�你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

农夫，有一片山，有农舍，可以养很

多猫猫狗狗。

6.�你最看重朋友什么特点？

孝、义两道。

胡昶：1984年出生， 浙江金华人。

2005年来到长沙博林金谷项目，现任长

沙汇丰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大行视点

开发商又多了一个紧箍咒

普鲁斯特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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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标签

楼市·论见

胡昶近照。 摄影 王健

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