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地产2011年度全年业绩发布会。

恒大集团2005年底
与2011年底主要数据统计表
项目 2005年底 2011年底 倍数
销售额(亿元) 21 804 38
销售面积(万m２) 42 1219.9 29
营业额(亿元) 12.7 619.2 49
在建面积(万m２) 80.6 3652 46
竣工面积(万m２) 38.6 1134 29
项目个数(个) 10 187 19
进入城市数量(个) 1 103 103
现金余额(亿元) 5.4 282 52
员工人数(人) 3659 32644 9
品牌价值(亿元) 6 210.18 35
总资产(亿元) 61 1790.2 29

项
目
简
介

五矿·万境水岸：公园家的美丽生活
五矿·万境水岸是中国首座“有机集成

生活系统”社区，集有机生态景观住宅、互
动式生态河、全家庭公园、创意式教育、无
边界商业区、 三铁立体交通六大价值系统
于一体， 由世界一流的城市规划公司阿特
金斯（Atkins）进行概念规划，更是国家国
资委所辖责任央企———五矿地产在湘成员
企业———嘉盛地产十年沉淀的精品之作。

五矿·万境水岸位于湖南省核心政务
区，项目总占地面积约400亩，规划总建筑面
积近100万平方米， 项目离国家级森林公园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步行仅10分钟，与1330亩
的圭塘河生态景观区实现了无缝对接，全享
水域、湿地、绿带组成的城市绿芯，在百万方
公园社区尽享公园家的美丽生活。

运达中央广场：中国第六代钻石华宅
运达中央广场由湖南运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投资开发， 项目位于长沙大道与
沙湾路相交的西北角， 雄踞武广商圈核心
地段。已经开工建设的长沙地铁2号线长沙
大道站出入口位于本项目东大门一侧，与
项目出入口直接连通， 是长沙首个真正直
通地铁的物业。

运达中央广场总投资超60亿元人民
币。项目占地面积1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60万平方米， 是长沙运达国际广场的
全面提质升级版，以高品质、高品位、大品
牌为立足点，立志打造中国最高品质楼盘。

在业态规划上，运达中央广场组合了六
大顶级业态：双国际白金五星级酒店、国际
5A写字楼、国际名品商场、国际名品步行街、
国际酒店式公寓、中国第六代钻石华宅。

运达中央广场引入了世界公认的三大
顶级酒店品牌之一的瑞吉（St.Regis）酒店
和世界级酒店巨擘W酒店， 双国际白金五
星级酒店将成为世界政要名流下榻长沙首
选； 作为运达国际广场的全面提质升级版
的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 依托248.8米的身
高，与世界顶级品牌酒店上下为邻，独享阔
绰空间， 设有独立的入户大堂和品牌电梯
专属系统； 近10万平方米国际名品商场将
汇聚200余家国际一线奢侈品牌；270米的
室外国际名品步行街将成为长沙时尚都会
购物天堂；全新中央景观住宅组团，共有6
栋近21万平方米的中国第六代钻石华宅，
以“高舒适、低能耗”为基本理念，以大师级
的眼光为居者量身定做， 成为现代长沙国
际人居生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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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2011年业绩多项全国第一

受益于较早布局三四线城市， 恒大
在去年严厉的紧缩调控中超额完成了全
年销售目标，达到804亿元，目标完成率
114.8%，全国第一。全年在建面积3652万
平方米，全年销售面积1219.9万平方米，
品牌价值210.18亿元，均为全国第一。

恒大已进入中国103个城市，现有项
目187个，全国第一。其中不限购城市占
比65%；约55%的项目不在限购区域或不
受限购影响。二三线城市的项目，去年为
恒大销售业绩贡献比例达到95%。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恒大账上现
金余额达到282亿元， 同比增长41.4%，
拥有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369.1亿元，
总共拥有可动用资金651.1亿元人民币，
比2010年同期增加119亿元， 同比增长
162.2%。

与此同时，投行分析恒大股价未来
仍具较大增长潜力。2012年， 恒大被多
家国内银行列为总行级直管客户和核
心客户，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获得银行最高等级评估的混合所有制
民营企业。

立足民生 定位刚需
楼市严厉调控下,恒大地产仍保持逆

市增长。业内人士指出，恒大立足民生、定

位刚需、全国布局、薄利多销、发展模式适
应当前的市场和政策方向，是恒大持续保
持稳健高速增长的势头的根源。

恒大产品定位都是针对首次置业
者和自住的普通老百姓的刚性需求，产
品结构合理。据统计，恒大三线城市项
目自住比例86%，投资仅占14%，符合当
前满足刚需的政策导向。

此外，恒大的标准化运营与集约化
管理、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集中招标、
快速开发、 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等举
措，实现同类产品质量最高、品牌最好、
价格最低、性价比最高。

降低成本后得到的利润空间， 恒大
选择让利于民，严格控制利润率。年报显
示，在全国龙头房企中，恒大核心业务利
润率排名末位。 全国房产均价在5000多
元/平方米。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各
类场合多次提到：“恒大的利润主要来自
于超前的民生地产发展战略， 来自于超
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来自于战略合作伙
伴（供应商、建筑商）的让利。恒大要少赚
或者不赚老百姓的钱， 要多建老百姓买
得起的精品民生住宅。”

未来进入稳速增长期
从1997年开始运营至今，恒大共经

历了五个三年计划：其中，第四个和第
五个“三年计划”（2006年-2011年）增

速最快，各项经济指标平均增长46倍。
鉴于调控大环境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事

实， 一直保持极速狂奔的恒大对于未来不
确定的形势，也采取谨慎的态度。此外，恒
大在近年高速增长后，成为千亿量级企业，
其项目数量与公司规模已经相匹配， 以后
的增长要控制在稳定之中。

2012年， 恒大制定了第六个“三年计
划”（2012年-2014年）。恒大董事局主席许
家印在集团2011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恒
大第六个三年计划的主题是深化管理、稳
定增长，目标是求稳、求增，实现稳健持续
增长；任务是深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同
时要拓展商业地产、 探讨文化产业并加强
队伍建设。”

恒大定位刚需未来稳速增长
恒大地产发布2011年业绩，多项全国第一

“君墅”来了。
3月24日， 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在长

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盈峰翠邸三期正式
命名为“君墅”，在长沙重要生活圈板块
金星北，君墅的出现，填补了当下稀缺
独栋产品的“空白”。

盈峰翠邸为世界500强辖下企业和
记黄埔地产，在长沙开发的首个豪华尊
贵住宅项目，不仅受到湖湘本土置业者
的青睐，更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深圳
等各大城市精英们置业。据悉，目前盈
峰翠邸一、 二期已成功销售800多套豪
宅，此次面世的独栋“君墅”，更是项目巅

峰之作。
盈峰翠邸三期·君墅位于市府板块

长沙金星大道北，踞长沙“滨水新城央
区”， 处于由三环线等大河西主干道组
成的发达交通脉络中， 前往长沙市政
府、岳麓区政府、五一商圈及黄花机场
畅通无阻。

据悉，“君墅”拥有243席产品，专享
贴心物管、双会所配套，以及容积率仅
0.5的超大型低密度亲水社区。户型多达
11种，建筑面积由260平方米至520平方
米不等，约6.5米层高挑空大厅、全落地
玻璃窗、全景观餐厅、尊贵主人专区、全

套房全明卫设计、亲水后花园，全方位打造
主流国际圈层，“出门是水， 入户有园”，阳
光华庭，独门独院，独拥天地美景，舒展画
卷般典范生活。

另外，“君墅” 还坐拥双会所配套———
“盈翠会”建筑面积逾5000平方米，专为“君
墅” 配套的新建会所建筑面积亦达1200平
方米。双会所提供室内游泳池、健身中心等
四十项顶级休闲设施。

“君墅”命名发布会当天还举行了“豪
门尊尚生活品鉴会”，邀请了数百位来宾出
席，共同见证“君墅”终极人居华章倾城揭
幕。 ■记者 邹颂平

填补长沙金星北生活圈独栋产品“空白”

盈峰翠邸开推三期“君墅”

中国地产旗舰绿地集团省府旗舰项目
绿地公馆卖的是房子，送的是海派全装生活
方式！无论单身贵族、浪漫二人世界，还是温
馨三口之家，都能在此营造出各自的生活场
景，符合N种人士对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

极致优雅海派园林，我的诗意栖居空间
绿地公馆在售的90㎡产品是中央景

观区所在位置， 窗外园景的全广角视野，
同时楼间距较大， 超宽观景阳台,�凭栏远
望，浪漫、惬意、舒心，将绿地公馆中央园

景尽收眼底：凡尔赛宫廷水景，跌水喷泉错
落有致，暗香朗月院的紫薇、竹林，轻风拂来
花香四溢，珍稀植物让园中四季分明。
90㎡极致三房多功能空间，同样面积多间房

目前市场上三房产品， 多见于110～140㎡
之间，面积过大浪费严重，功能性不强，总价
又相对过高。而面积实用，总价实惠，品质又
有保障， 同时兼具地段优势的小三房产品！
绿地公馆90㎡三房的创新设计，面积紧凑没

有浪费，又可轻松买房一步到位，还能享受三
室同堂其乐融融的生活。
精装品质极致榜样，看得见摸得着

细节成就品牌，绿地公馆精装三房，甄选
科勒、 摩恩等一线品牌， 并采用全球统一采
购、统一配送、绿色环保材料统一安装、施工
质量全过程品质严格把关的完善体系， 开启
高端生活与城市居住对话， 放心购买随心入
住，多一室却少一事。

绿地公馆90㎡极致三房，品质生活一步到位
———芙蓉路·双地铁口·绿地公馆极致三房全景生活，限量特惠抢购！

经济信息

3月28日，恒大地产发
布2011年业绩报告显示，
恒大2011年在全年销售面
积、全年目标完成率、全国
布局、品牌价值等多项业绩
全国第一。 其净利同比大
增， 首次超过百亿达到
117.8亿元人民币。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表示，“深化管理、稳步增
长”成为未来三年恒大发展
的基调。

■记者 邹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