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益
阳市政府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
会， 中国·益阳首届洞庭湖生
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节将于
6月16日至18日举行， 本次节
会将以“益山益水 益美益阳”
为主题，着力推进“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战略和全域旅游示
范基地建设， 全面展示益阳加
快推进大湖经济区建设的最新
成果。

据了解， 本次活动将举办

“洞庭湖上”实景演出、林业达沃
斯论坛———首届生态文明·绿色
发展国际论坛年会、 皮划艇大
师赛暨水上特技表演、 畅游南
洞庭湖、“洞庭印象” 文艺晚会、
旅游商品博览会、 旅游推介会
以及“天下第一锅”美食节等系
列主题活动， 届时，大家可以在
益阳饱览大湖美景、 品味洞庭
湖鲜、体验渔家文化、享受健康
生活。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白舒惠

益阳水上运动节6月开幕

简讯

连线

金星北板块， 位于滨江
之西，在很长时间里，曾是城
市与乡镇接合之地，短短几
年时间，金星北板块是如何
成功逆袭的？未来，在配套短
缺的状态下，金星北又将如
何发展？

“在中心城区，限购限贷
的宏观调控开始推行，政策
之外的地区就迅猛发展。整
体而言，城区购房紧张，城外
购房宽松，相当于城里城外
冰火两重天。” 湖南省房地
产开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王义高认为，金星北板块作
为市政府与望城区最接近
的毗邻地带，目前正面临较
好的发展机遇，土地供应较
为充足，交通相对便利，而且
有众多实力开发商进驻，配
套也在不断完善，业主看到
该片区未来的价值，自然会
着手购房。

“虽然前景可期，但该片
区地段价值暂时无法与房
价完全匹配。”王义高表示。

“供应量减少，但购房刚
需仍然存在。之前金星北的房
价一直是3000-4000元/㎡，
市区内很多板块无房可卖，
抬高了金星北板块的房
价。” 蓝海购腾泽公司总经
理伍拼解释，“不过， 该地
段虽然配套欠缺， 但在长
沙仍旧属于房价洼地。”伍
拼解释，开发商拍地的成本
一般为3000-4000元/㎡，部
分 溢 价 地 块 成 本 高 达
5000-6000元/㎡。 目前，长
沙仍是一地难求，如果金星
北仍有余地，房价自然还会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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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房价涨势猛
成长沙住宅成交主力

金星北板块， 主要指在长
沙北（西）二环与北三环之间，
雷锋大道以东，银杉路以西，散
布在金星北路、银星路、普瑞大
道沿线的望城地界。

据不完全统计， 金星北总
开发体量达1500万m2，约15万
户，加安置居民约16万户。随着
新增人口的迅猛增长， 金星北
板块，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房价
从去年9月的4字开头直线飙
升， 如今大部分楼盘均价已经
站上7字头。

经过2016年长沙楼市的突
飞猛进， 金星北板块开始走上
逆袭之路，房价涨势凶猛，楼盘
成交量也频频登上每周成交排
行榜前十。据克而瑞长沙机构
的数据显示，2016年，从各区、
县的成交量来看，表现突出的
为岳麓区与望城区。 其中，岳
麓区在梅溪湖、洋湖垸、滨江
新城三大热门板块加持及湘
江新区建设的驱动下，成交量
达到586万m2， 居六区一县之
首； 望城区则因蛰伏多年的金
星北在2016年全面发力， 成交
量达到371万m2，成交量超过雨
花区、长沙县、天心区等区域，居
六区一县第二位，占比为16%。

“现在已经没有房源了，3
月所有住宅均已售罄。”明发国
际城的销售员张先生介绍，预
计下一批推新将在七八月，主
推36-48㎡的公寓，“住宅均价
为6800-7600元/㎡，具体推新
时间尚未确定。即使现在购房，
也要等到2019年才能交房。”

【问题】
配套跟不上
商业、医疗是短板

2002年， 金星大道破土动
工；2006年，凭借高性价比以及
新城区的宜居环境，金星北路板
块横空出世；2011年，望城撤县
建区， 正式成为长沙的第六区，
望城区政府的购房契税补贴政
策等一系列利好向此倾斜，时代
地产、龙湖地产等一大批品牌开
发商纷纷落子，由此也拉开了金
星北疯狂生长的序幕。

不过， 楼市狂欢背后的问
题也逐渐凸显。

“周围没医院，片区内的湘
江新区滨水新城医院还在建，
看病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湘
雅三医院。” 市民胡先生在东
景·尚公馆已经住了两年，他表

示周边的交通相对较好， 有357、
W117等公交车经过，毗邻喜客多
超市和大润发超市， 购物还算方
便，但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足，也缺
少体量大的综合体。

5月12日，记者特意随机走访
了金星北板块的多家楼盘， 发现
金星北路周边的商业配套尚未成
形。 作为该片区最大的商业综合
体， 明发国际城和新华联梦想城
等综合体的开业时间一直待定。

“具体开业时间未定，或许是
在明年十月之前。”明发国际城的销
售张先生介绍， 综合体的商业面积
约为40万平方米，分4层，明年下半
年开始正式招商，超市、电影院都已
经大致确定，其他业态未定。

新华联梦想城的销售员吕先
生介绍， 项目商业面积共10万平
方米， 旁边是五星级酒店和写字
楼，综合体共四层，暂时还不知道
是自持还是租售，“目前商业体才
开始推土，至少需要2-3年才可能
建成。因为周边还未正式入住，我
们的住宅还只建成十栋， 总共有
八十多栋。”

【回应】
2-3年内
资源短缺等问题将缓解

金星北的配套情况何时能
跟上？5月15日， 记者从望城区政
府相关部门了解到， 未来2-3年，
资源短缺等问题或将缓解。

“现阶段，金星北板块拥有的
教育资源包括长郡月亮岛学校、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中学，两
所学校早已建成。”滨水新城规划
建设部张姓负责人表示， 未来该
片区还将引入长沙四大名校资
源， 目前两所月亮岛附小还在筹
建中，雅礼中学也有意向入驻。

至于医疗和商业配套， 该负
责人介绍，“湘江新区滨水新城医
院预计将于2018年年底建成，
2019年上半年正式运营。 未来其
周边还将引进高端医疗配套，如
月子医疗中心等。在商业配套上，
明发国际城正在建设中， 预计
2018年10月对外运营，也有不少
商业大鳄看中了金星北板块的潜
力，徳思勤、新城控股集团等都有
意向加入。交通上，长沙地铁4号
线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预计
2019年能正式建成。”

“虽然目前配套还需加速度，
但预计2-3年后部分问题可明显
缓解。”该负责人表示，未来金星
北板块将着重发展总部经济、服
务业， 重点包括电子信息、 金融
等，同时，形成完善的医疗体系，
从空间上形成城级、区域级、片区
级的医疗体系， 实现基本医疗和
高端定制化医疗的分层。

金星北房价超7千，配套短板待补齐
就医不便，两大商业综合体未开业 部门回应：配套不足问题2-�3年内能缓解

虽然夏日到来， 气温逐渐
转暖， 但长沙的楼市依然很理
性。 据湖南中原地产研究院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5 月 第 2 周
（5.7-5.13），长沙内五区一手住
宅网签成交1311套， 环比下跌
35.96%； 成交面积15.21万m2，
环比下跌34.33%。

在供应方面，上周长沙新增
供应29万m2，其中住宅供应15万
m2。 上周来访指数环比下跌
12.37%，4个住宅项目开盘，推出

730套，成交708套，成交率97%。
“市场方面，本周开盘项目

属于不同板块，无竞争，开盘当
天基本售罄；若区域内同时有多
个项目拿预售证，则建议各项目
抢占市场份额、 抓准开盘时机；
客户方面，今年以来政府‘限价’
持续执行，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相对透明。” 湖南中原地产总经
理胡治钢建议，在政策还未加码
的背景下， 客户可选择合适物
业、尽早置业。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记
者从百胜中国了解到，该公司旗
下品牌肯德基将助力“全民营养
周”活动，即日起至5月20日，全
国肯德基餐厅将发放印有本届
活动主题内容的餐盘垫纸，并在
官网及营养健康科普微信公众
号“百食百步”等渠道向消费者
宣传科学的营养知识。

据了解， 此次营养周将以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宣传教育
为主，聚焦“食物多样，谷类为
主”的科普宣传。2016年以来，肯
德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全
民营养周活动，帮助宣传《中国
居民平衡膳食餐盘》主题，覆盖
人群近3000万。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肯德基倾情助力全民营养周

“金星北路的人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期都堵成了一
锅粥。”快递员小蔡在金星北板块已经生活了3年，看着逐
渐增多的人群及一排排映入眼帘的新建商品房，他不由得
心生疑问：生活配套设施能跟上吗？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金星北路强势升级，特别是从去
年起，该片区房价从4字开头一路涨到突破7千，人口也迅
猛增长。不过，强势发展的背后，医疗、商业等配套短板渐
显，成为片区居民关心的话题。 ■本报记者

上周新房成交量下跌，新开盘项目成交率很高

分析

金星北仍属房价洼地
前景可期

去年以来，长沙金星北板块发展迅速，但相关配套还不够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