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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再沿着长沙二环路
和绕城高速绕一圈，全国最著
名的品牌房企都能尽收眼底：
绿地、万科、恒大、保利、中海、
碧桂园、华润……就连雅居乐
与新鸿基， 也赶在2013年末
登场。

手握一个个大盘的强势
资本，不仅创造了年度销量纪
录，同时也加剧了长沙楼市在
2014年资源争夺战。 从河西
滨江新城的B1地块高价成
交， 到绿地集团4.8亿元再下
一城，新年伊始，市场争夺土
地资源的火药味非常浓烈。

绿地东边再下一城

动辄上亿的土地交易已
经见怪不怪，过去一年，大河
西先导区、 高铁新城等热点
板块的地价居高不下， 土地
市场越来越高的门槛， 使得
市场优质资源越来越向品牌
房企倾斜。

2月26日上午10点，位于
雨花区万家丽路的【2014】长
土网008号地块， 被绿地地产
集团长沙置业有限公司以
4.81亿元拍得。

据悉，该地块位于雨花区
万家丽路，长株潭融城及湖南
环保科技园核心，东临万家丽
路，南临振华路，西临支路八，
北临环保大道， 出让面积
106993.85平方米， 规划用途
为 商 住 用 地 ， 建 筑 面 积
320982㎡，容积率≤3.0。根据
集团的初步规划，将开发建设
为融城核心的顶级综合体。

事实上，作为进驻湖湘的
后来者， 世界500强绿地控股
集团在湖南的赶超之势非常
惊人。除了开福区的绿地海外
滩、 芙蓉中路的绿地中心、岳
麓区的绿地中央广场、天心区
的绿地公馆、望城区的绿地香
树花城和宁乡绿地中央花园
等已开发项目之外，绿地集团
还在高铁新城核心地块以及
万家丽路的东南门户完成了
集团在长沙的新布局。

“绿地集团雄踞长沙野心
勃勃。” 新浪乐居在官方微博
上称 ， 雨花区万家丽路的
【2014】 长土网008号地块已
经是绿地在长沙的第8个项目
了。

犀利的绿色运营商

对于绿地的操盘方式，业
内有一种定调：绿地集团以全
球化地标缔造者的定位，携手
国际顶尖的综合体开发经验
来了。

近年来， 楼市调控趋近、
市场更趋理性，品牌房企纷纷
向商业地产、 复合型地产转
型。 剑指世界200强的绿地控
股集团，早以“海外战略+商业
地产”双核配置谋划全球化发
展版图， 目前已布局全球4大
洲8国90余城市。

“一位名副其实的全球化
城市运营家。” 国际房地产协
会副主席、 国际级设计大师、
世界知名景观大师Mohamed�
Ahmed�Abbas�Hussein曾经
提到，市场资源最终会落在具
备资金、品牌、技术等综合优
势的房企里。

在海外，绿地集团足迹遍
布澳大利亚、美国、韩国、俄罗
斯、德国、英国、泰国等国家，
开发项目10余个； 在湖南，绿
地公馆、绿地中央广场、绿地中
央花园、绿地国际花都、绿地新
都会、绿地中心、绿地海外滩、
绿地香树花城、绿地之窗、圭塘
河生态景观综合开发项目和
万家丽路项目相继落子城市
与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推动
区域乃至城市的商业经济和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行业人士分析称，绿地控
股集团凭借“超高层、 快周
转、强协同”战略的核心竞争
力， 实现了近五年44%的高
速复合增长。 在中部核心省
份湖南，11个项目已落地开
花， 其领袖湖南市场的野心
与信心可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婞

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
经营风险高、 缺乏有效抵押物、
财务不规范等特点，导致“融资
难”，阻碍发展。为此，中国银行
对微型企业金融服务进行再升
级，围绕微企客户需求，以快速
高效的微企贷款业务为核心，通
过银行金融产品的全面组合，以
专业化的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
全面的金融服务，全力推动微型
企业健康发展。

【便利】
信用担保让微企轻松获贷

张总在长沙某建材市场经
营一家以建材木料批发兼零售
的商贸公司。 经过三年苦心经
营，公司销售额连年上升。但业
务好，张总也犯愁。因为做建材
业务进货与销售款回笼存在时
间差，每年都有几个月资金周转
困难，缺口在200万左右。

由于缺乏抵押物，张总联合
了同处一市场内的石材批发商
李总和王总申请了联保贷款，每
人贷款200万元。 算是解决了企
业日常销售的资金需求。

近期， 张总接到一笔大单，
急需300万元。 但由于受到联保
影响， 申请增加授信未能获批。
正在张总焦头难额之时，中行客
户经理主动送上了微型金融服

务方案。以信用担保方式，张总
获得了300万微企贷款， 解决了
公司的燃眉之急。而后，李总和
张总也在中行成功申请到微企
贷款200万和250万。

【高效】
最快5个工作日完成放款

“中行微企金融服务是最贴
近我们的小企业的。”张总说，中
行微企贷款担保方式灵活多样，
除接受传统的财产抵押、质押担
保外，还接受凭信用担保。

中行微企贷款面向年销售
收入2500万以下（含）的企业客
户发放， 用于解决其生产经营
过程中的正常资金需求。 根据
企业销售收入、 营运周期等特
点核定授信额度， 贷款金额最
高可达350万， 贷款期限最长5
年。当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时，
还可申请额度循环使用， 额度
期限最长3年。

同时，针对微企融资“短小
频急”的特点，中行打造微企金
融服务将“小额、信用、高效”作
为核心，通过扁平化流程设计提
升审批效率，符合信用担保条件
的微企申贷原则上均可在5个工
作日内完成。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周玉婷

拥有一张白金信用卡，代表
着良好的资信状况、出众的身份
以及银行对于持卡人的信任。然
而，想要办一张白金信用卡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申请人不仅要有
稳定的收入或极大的财力以及
良好的信用记录，高额年费也让
不少人望而却步。即使白金卡提
供的增值服务总价值远高于其
年费，但这些增值服务未必适合
所有的持卡人。因此，要办理白
金信用卡可充分考虑卡片增值

服务与年费政策来做出选择。如
农行推出的悠然白金卡就是属
于入门级的白金卡产品，专为向
往白金级服务的都市精英和城
市白领客户量身定制，提供白金
级服务、仅需金卡级成本。

据了解， 该款信用卡为IC
卡，支持刷卡、插卡和挥卡支付
方式，提供全国农行网点贵宾通
道、白金客服专线、首年年费和
其他8项服务费用自动全免、当
年刷卡满18次即免次年年费、信

用卡盗失保险、酒后代驾等超值
服务。此外，成功申办并任意消
费一笔， 免费送3次专家预约服
务， 可在全国500多家三甲医院
通用等服务，是适应都市白领和
精英人士快节奏生活的高品质
支付伙伴。“最重要的， 农行悠
然白金卡门槛不高， 只要客户
授信能达到2万元即可申请办
理。” 农行湖南省分行相关负责
人补充道。 ■通讯员 周子情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志芳

长沙土地市场“马太效应”加剧
绿地集团大盘围城，资源争夺战再升级

微企贷款为企业送来“及时雨”
最快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放款

如何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好的服务？
农行悠然白金卡轻松实现身份“飞跃”

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员工向客户讲解
小微贷款产品。

通讯员 周玉婷 摄

2013年， 是长沙地产史上不得不浓墨
重彩书写的一笔，1966.95万㎡的长沙市新
建商品房成交量，足以刺激市场的神经和胃
口。期间，跌宕起伏的市场曲线与接二连三
的经典个案，同样令人眼花缭乱。

推行全方位金融服务

除了建立“重实质信
贷风险，轻抵质押物”的信
用授信方式，做到“不唯报
表，不唯抵押”为企业雪中
送炭外， 中行微企金融服
务还将为客户“量身定制”
企业结算、 代发薪金等配
套金融服务。

商贸公司进入发展上
升期， 张总也开始规划公
司的梦想版图， 希望在公
司管理和财务管理等方面
更加规范化。对此，中行湖
南省分行也给予专业支
持， 除了针对企业提供结
算、公司业务等服务外，也
将金融服务扩展到公司员
工，推动企业整体发展。

关注微企健康发展，
中行不仅将信贷规模资源
优先投放到微型金融，更
通过“微企金融服务”系列
产品为更多小微企业提供
专业、全面、贴身、贴心的
金融服务。

… 举措

土地资源倾斜明显

近两年，住宅均价稳定在六七千元的长沙，却频频爆出楼面
单价破三四千的地块， 疯狂的土地市场为2014年的楼市添了层
层迷雾。

———上述问题其实并不难解。
“随着市区土地越来越稀缺，城区内基本严格控制了商品房

用地，就连新区的土地出让价格也是一年上一个台阶。”一名不
愿透露姓名的“地王”操盘手表示，这时候有能力拿地的企业，一
方面是不缺钱的，另一方面是有能力长线发展的。

的确，长沙的高价地块并不罕见，房价却涨幅很小，当各家
利润被削薄了以后，没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哪里还谈得上运筹
帷幄？所以，像绿地集团这样胸有蓝图和野心的超级大佬，我们
不妨心怀敬畏，因为，在“洗牌”和“震荡”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才
更值得我们仰视。

…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