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轮远航的秘密：这是你的船！
30天销售额破亿元，砂之船超级奥特莱斯驶入长沙商业主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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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扬帆而来的“船”，穿越商海中的惊涛骇浪，驶入长
沙商业的主航道，停靠在金星路与月亮岛路交汇处，正快速
成长为一艘航母级“商业巨轮”。它，就是砂之船（长沙）超级
奥特莱斯。这是一艘怎样的“船”？3月14日，记者走进“船舱”
为你揭秘。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周浩

“这是你的船！一定
要让它成为最好的！”

———摘自畅销书《这是你的
船》，讲述一位舰长管理一艘军舰
的故事，管理精髓被广泛应用。

砂之船（长沙）超级奥特莱斯外景。

2018年以来， 本报房产消
费调查栏目曾多次曝光楼盘违
规现象。又是一年3·15，本报特
梳理了4大典型案例，并邀请了
知名律师为消费者说法，帮您在
买房路上识别陷阱。“切记先验
房再交费。” 蓝海购腾泽公司总
经理伍拼提醒购房者。

逾期一年多交房

2016年11月， 王先生花85
万元购买了天心区荣盛花语书
苑3栋的一套房屋。据购房合同，
开发商需在2017年5月31日前
交房， 不过到2018年12月还未
交付。王先生非常苦恼。

律师说法：
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杨亲

辉律师表示，商品房交付既应符
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也不能
违反法律法规对商品房交付条
件的强制性规定。涉案房屋属于
违约，“按照合同，开发商需向原
告王某支付违约金21786元”。

“货不对板”
4.5米层高仅3.68米可用

2017年5月胡女士购入大

汉海派一套50多平方米的loft
公寓， 今年1月1日收房却发现
房间梁高0.7米，还有4根横着的
消防管道，仅剩下3.68米供业主
隔成两层。“样板房并无横梁，营
销中心还贴有‘套内无梁’的资
料。”胡女士表示。

律师说法：
“如开发商通过展示样板

间向购房者做了明确说明和
允诺，并对购房者就商品房买
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
的确定有重要影响的，此时该
广告宣传内容的对象就已特
定化。” 湖南三鹏律师事务所
何晓伟律师认为，该说明和允
诺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开发商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交完首付
却被告知无购房资格

去年12月24日， 李女士向
三湘都市报反映，自己在长沙市
雨花区长房半岛蓝湾看中了一
套房子， 在交了42.78万元首付
款后，置业顾问却告知她没有购
房资格。“房子买不了也就算了，
但何时退款却得不到准确答
复。”李女士十分焦急。

律师说法：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戴
岭律师介绍，开发商有义务在售
楼部公示购房政策的相关文件，
并及时为购房者录入住建局系
统审查资格，如果审核不通过要
及时提醒。

拒绝公积金、拒封阳台、
拒租车位

自2016年交房后， 长沙湘
江壹号的业主李先生很是苦恼，
购房时不能用省直公积金，同时
交房后才发现阳台不能封闭，遇
刮风下雨，积水严重时可达2-3
厘米，“车位甚至只能以17-20
万的价格购买， 否则按次收费，
每天平均需20-25元。”

律师说法：
“对违规情节严重、 拒不整

改的开发商，省直公积金管理中
心将公开曝光。”此外，何晓伟律
师也表示，“最新的《湖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也有规定，业主要求
承租尚未处置的规划车位（库）
的，建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
由拒绝出租。”

■记者 卜岚

2018年房产维权案例盘点
交完42万首付，却被告知无购房资格 近年，长沙老城新开发项目极

其稀缺。正因如此，兼具老长沙城
心地段与纯板阔宅两大价值的卓
越·江岸才更显珍贵。

卓越·江岸坐落于书院南路，
正是千年长沙城心所在。穿越三千
年繁华，湘江之水绵延北去，长沙
之城繁盛不息。湖湘文化精神在这
里孕育，长沙历史和未来在这里交
融， 深厚的商业底蕴和文化积淀，
让这里成为长沙高价值的地段。

自此而始，白沙井、天心阁、第
一师范，沉淀古城千年文脉；自此
西望，湘江、橘子洲、岳麓山，尽收
眼底，独此为胜；自此往北，五一广
场、解放西、坡子街，繁华之盛无可
企及。

天赋优越的城心基因，更让这
里承载着长沙的发展蓝图。湘江东

岸，书院路西，不可复制的临江、望
岳、听水、观洲约3公里江岸将打造
“长沙金融外滩”， 国家开发银行湖
南省分行、 华融湘江银行总部（在
建）、平安财富中心（在建）等金融机
构聚首于此，为城心续写永恒价值。

地铁4号线穿江而过，卓越·江
岸距离碧沙湖站约500米，更可快
速换乘地铁3号线， 交通出行非常
便利。天时地利人和，丰富的城市
资源皆汇聚于此。

为匹配中心的城市高度和生
活格局，卓越·江岸匠心巧思，精工
打磨产品。 以148㎡纯板阔宅，礼
献湖湘精英。城心罕见的纯板楼设
计，户户南北通透，通风采光极为
优良， 专为改善置业人群量身定
制，卓越·江岸以全新的生活尺度，
只为改善中心人居。 ■卜岚

雕刻人居封面，卓越·江岸纯板阔宅首发

驰而不息的“船”：
第十家砂之船驶入长沙

“所有的爱都放进船舱，驶向
那巨大的海洋。”砂之船（长沙）奥
莱总经理周丽霞借用歌曲《远航》
表达了对消费者的敬畏， 在她心
中“消费者就是大海。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这是你的船！一定要
让它成为最好的！”她和团队以此
为铭。

继进驻重庆、南京、杭州、西
安等地后，砂之船（长沙）奥特莱
斯是第十家砂之船奥特莱斯。总
面积21万平方米， 有5000个停车
位，是华中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奥
特莱斯，集合了国际名品、运动休
闲、商务男装、优雅女装、餐饮娱乐
等300家品牌店500多个国际国内
知名品牌。该商城还融入了影院超
市、 运动儿童馆等生活体验业态，
配备4000平方米超大中庭。

砂之船在构造上采用盒子式
建筑， 不像其他奥莱商城购物时
还时常“日晒雨淋”。去年12月开
业后，砂之船（长沙）首日营销额

达3815万元，首月销售破亿元，创
下全国奥特莱斯店开业首月的最
高纪录。

信誉是金的“船”：
一折三不折，假一赔十

“一折三不折， 假一赔十”是
砂之船（长沙）奥特莱斯的对消费
者的郑重承诺。

周丽霞介绍，所谓“一折三不
折”就是“商品价格打折、品质不打
折、购物环境不打折、服务不打折”。

“货品都是直接从品牌总部
调配， 而且配货量也都会写进合
同里，对于主打款、爆款的配比都
会有要求。”周丽霞说，“而且，砂之
船的商品都有折扣， 平常1-5折，
新款都会有7折。”

“在品质保证上，砂之船专门
成立了商检部，每天会对所有货品
进行检查，与同城价格进行比对调
查，绝不允许虚高价格出现。”周丽
霞说：“如果消费者对我们任一商
品的品牌真实性有怀疑，经权威机
构检测属实，砂之船可按消费者购

买金额十倍进行赔偿。”
记者发现， 在砂之船内的醒

目位置以及每家门店收银台处，
都会有“假1赔10�诈1赔10”的提
示牌，并附有商场的投诉电话。

行路有道的“船”：
宁缺毋滥，严把品质关

“宁缺毋滥， 对消费者负责。”
这是砂之船（长沙）奥特莱斯品质
招商的准则。

“入驻的品牌必须是一线品
牌， 而且我们还会综合考量品牌
对市场的引领性， 不会为了把铺
面招满而盲目‘填空’。”周丽霞说，
从项目招商初始到现在， 砂之船
对1200多个品牌进行招商洽谈，
但最终只落定300家。“至今我们
还预留了5%的区域， 准备用于引

进引领长沙人消费的国际品牌。”
“除了品牌找上门，我们也会

主动出去找。”为了引进某国际品
牌， 周丽霞和团队可能会持续沟
通几个月。 用不同方位的航拍图
直观呈现项目周边状况和发展前
景、 在地图上拉线分析与长沙其
他商业体的时间成本、 数据分析
长沙人的消费习惯……最终，凭
借专业精神成功引入该品牌，成
为湖南省首家奥莱旗舰店。如今，
砂之船有MICHAEL�KORS长沙
首家奥莱店、SKECHERS全国最
大奥莱旗舰店、LUKA�DILONG全
新奥莱概念店、KORADIOR华中
区最大奥莱旗舰店、BELLE和C.
BANNER华中区首家全新奥莱概
念店和100多个长沙独有的奥莱
品牌。

“品牌之间需要精心组合和

匹配，才能让他们共融。”周丽霞
说，“我们对商品实行‘物以类聚’
的划块管理， 避免顾客整个商场
来回跑的尴尬。”

立己达人的“船”：
用真诚服务换品牌信誉

“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丽
霞要求每一名员工“要真诚”，“服
务质量决定信誉与人气。”

砂之船（长沙）奥特莱斯不仅
实行免费停车制度， 还贴心地在
洗手间配备了热水洗手。 针对会
员，他们还推出免费洗车、陪购等
增值服务，不定期举办会员沙龙。
“为了地下车库出入安全快捷，我
在车库内亲身体验了不下二十
次， 凌晨四五点还在调整车库标
识标牌。”周丽霞说。

除了服务好消费者外， 砂之
船（长沙）奥特莱斯的管理层还要
“结对子”服务每个品牌，周丽霞
与商管团队直接对接了50个品
牌，随时掌握品牌销售情况，一起
谋划销售策略， 每周都有针对消
费者需求的情况分析。 周丽霞表
示，“因为进入春季， 商场内有家
服装品牌店总部按照全国布局开
始上架春装。 但长沙的春天比冬
天还湿冷， 我们得知后迅速进行
沟通，建议继续保留羽绒服，结果
那段时间的销售额有一天最高达
3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