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盘分化，星城楼市奏响“冰与火之歌”
6大关键词梳理今年上半年长沙楼市变迁

2019年华过半，长沙楼市大戏似乎没有往年“跌
宕起伏”，但也并不平静。

这半年，政策依旧从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的主基调坚若磐石；这半年，“逢双限必熔断”的局面有
所回归，土地市场群雄逐鹿大战拉开帷幕；这半年，楼
市分化加剧，“冰与火之歌”在长沙各个区域奏响。

为此，我们对2019上半年进行了盘点，归纳以下6
大关键词，对长沙楼市进行概括性梳理，用文字记录着
长沙楼市的变迁。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海明 杨柳

今年6月2日，金地和中交合作
的项目麓谷香颂“森系样板间”华
美绽放，众多消费者前来咨询。6月
7日，由华远、碧桂园两大房企联袂
构筑的长沙东城封面建筑———华
远碧桂园·海蓝城项目， 正式向星
城长沙亮相。

6月9日， 旭辉美的·东樾城小
熊主题体验中心盛大开放，该项目
是是旭辉集团携手根植湖湘九载、
荣获“首个国家智慧住区标准创制
基地”称号的美的置业，共同构建
的全新人居作品。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整压力
显现，行业下行压力较大。为了降
低风险，不少开发商选择了抱团模
式共担压力。因此，品牌房企强强

联合拿地和开发项目， 成为一种
“新常态”。

一位房企品牌负责人透露，如
今拿地成本普遍较高，高价拿地后
的项目打造难度较大，为了合理控
制风险，房企更愿意采取更加保险
的合作开发模式，在完善资源共享
之余， 能够实现各家的优势共享，
共担风险、共担收益、减少竞争、分
散投资。

“无论哪种联合开发的合作模
式，最终要实现市场多赢才是发展
之道。”业内人士认为，产品是检验
市场接受度的最主要途径，而消费
者对产品的认同才是检验开发商
合作成败的关键。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自2016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首次提出，便奠定了近
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主基调。

今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再提“房住不炒”，强调要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落实好一城一策、
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
的长效调控机制。

数据更具说服力。 据不完
全统计，1-4月全国各地发布
的调控措施已超过164次。其
中，4月，各地以及部委累计针

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超过60
次，调控频率明显增长。

而在长沙， 新房限购政策
依旧严控，公积金、契税方面持
续收紧。今年4月18日，长沙市
还出台《关于调整长沙市第二
套住房交易环节契税政策的通
知》，停止执行对家庭第二套改
善性住房的契税优惠税率，即
对个人购买第二套改善性住
房，按4%的税率征收契税。

高频调控下， 来自各个渠
道的判断越来越清晰，楼市普
涨暴涨的时代已然结束。

关键词：房住不炒

和以往的底价流拍不同，
今年土地市场可谓是“高潮迭
起”，主角非“双限地”莫属。

据湖南中原地产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长沙共挂牌17
宗“双限地”，其中12宗纷纷遭
遇“熔断”，占比高达71%，溢价
率为7%。而去年全年，一共挂
牌18宗“双限地”，熔断的仅为
9宗。这也说明，“双限地”比例
在逐年增大，成为土拍主流，竞
价也更易“触熔”。

优质资源总能引发房企激
战，“双限地”便是如此。作为竞
拍企业最多的“双限地”，4月8
日，[2019] 长沙市007号地块
“摇号定主”。 该地位于芙蓉区

滨河路，起始楼面价5798元/平
方米， 土地最高售价为5.91亿
元， 住宅（毛坯） 最高售价为
11800元/平方米。31家房企报
名，地块提前一天便已熔断。最
终通过摇号被长沙骏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竞得， 该企业为时
代中国旗下子公司。

“限价地”的增多，也提升
了整个土地市场的活跃度。
据 0731地产研究院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长沙内六区
及长沙县土地成交楼面价为
4194元/㎡， 环比涨幅12.8%。
住宅用地楼面均价溢价多为
10%以下，30%-50%的有3宗
土地。

关键词：土拍升温

“分化”是业内提到最多的
一个词，有的楼盘门庭若市，有
的则门前冷落。

5月4日，万科金色梦想首
次开盘， 开盘当天创造了8个
亿销售额的市场神话， 奠定
了网红神盘的地位， 更获得
了高新区青年人才们的认可
和点赞。5月初开盘后， 万科
金色梦想热度继续升温 ，为
了尽快满足客户需求，5月25
日，万科金色梦想紧急加推，
推售的360多套新品在2个小
时之内全售罄，所有房源一抢
而光。

而另一厢， 成绩却不尽如

人意。今年5月，曾经是网红盘
的梅溪湖金茂湾项目， 推出
411套全装修住宅。 由于前期
因学校问题出现业主维权事
件，开盘仅成交155套，去化率
38%；而位于望城区的某楼盘，
2月开盘共推出两百多套房源，
成交仅6套，去化仅2%，单盘去
化率再创新低。

据湖南中原地产研究院统
计，2019年上半年监控的六区
一县住宅项目共开盘158次，
其中开盘认购率低于60%项目
74个， 占比接近一半； 而认购
率在80%以上项目64个， 占比
达41%。

关键词：分化加剧

经历了调整动荡期之
后， 长沙购房者似乎早已
跳脱出来：少了些疯狂，多
了些理性。

通宵排队的现象少
了，万人抢房的窘境不再，
重金购指标的怪事也再难
寻觅……

“隔壁老李房子挂出
去半年了， 现在都卖不
出，我可不敢随便买房。”
今年6月， 市民周女士看
中了惠天然梅岭国际一
套183㎡的四居室， 均价
10100元/㎡。 不过再三对
比下她有些犹豫，“再等
等，说不定房价还可能降，
毕竟可选房源那么多。”

和周女士一样， 在限
价的趋势下， 不少购房者
陷入观望之中。数据显示，
2019年全年， 长沙购房需
求预估量约为7.3万人，有
效客户量减少。 而全年供
应量约97119套房，2019
年供销比为1.33， 供应量
大于需求量的供求关系已
经注定。

此外，在供应方面，长
沙市场也在“开仓放粮”。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内
六区商品住宅供应面积为
632.48�万平方米， 同比上
涨22.7%

可选项多了， 市场的
天平自然发生了转向。而
在之前，就有湘江新区洋
湖国际新城附近某楼盘，
要求验资30万可看样板
间。位于湘府路附近的印
湘江更是设置了看样板
要验资100万的高门槛，但
今年要求验资的项目明显
减少。

关键词：
买方市场

或许谁也不曾想到，今年的房
屋维权又再度荣登“热点”，在这其
中，精装修成为“重灾区”。

今年5月，长沙市开福区某
楼盘的业主李女士投诉她以
1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
近300平方米的新房，按照开发
商“购房送精装修 ”的要求 ，必
须同时签署了购房和装修两份
合同，按照约定 ，原本在去年 4
月就应完成装修交付， 但因为
墙体空心开裂等问题， 至今仍
处于整改状态。

今年7月，长沙鑫苑芙蓉鑫家
被指精装修质价不符，117㎡的房
子精装报价高达28万元， 用的却
是白墙、不知名品牌吸顶灯、过时
的抽油烟机、燃气灶，其他装修公
司核价也就12万元。

同样是今年7月， 雨花区汇
金城三期1、2、3栋以精装修标准
交房后，房屋墙面出现大面积鼓

包，业主们要求重做，但开发商
仅仅进行了修补，可修补后又反
复出现鼓包现象，没有解决根本
问题。

精装自去年推行以来，就问题
重重。 据媒体315调查报告统计，
精装房存在的问题远超毛坯房，占
比87%。而在“买房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这一调查中，“精装房装修材
料品牌不透明” 选项排行第1，占
比29%，其次为“购房合同陷阱”和
“房源不透明”， 分别占比27%和
25%。

“精装修房存在巨大的利益空
间， 不少开发商以精装修为由，摆
脱限价政策而变相涨价。” 一位从
事房地产多年的企业负责人指出，
同样的房子，精装比毛坯房每平方
米贵2000多元， 开发商通过集中
采购，成本低廉，加之偷工减料和
粗制滥造，精装房成为增加利润的
有效手段。

关键词：强强联合

关键词：维权频繁

A06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编辑/戴岸松 图编/言琼 美编/张元清 校对/苏亮

长沙城市迷人夜景。 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