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整体的归家动线到
入户的贴心规划， 从收纳
问题的解决方案到家居智
能的科学升级， 从色系搭
配更迭到产品材质、 产品
功能进阶、 健康系统的规
划……各种精心打造的全
新设计在默默地诉说着万
科“宜居友好” 的美好特
质。

长沙万科品牌相关负
责人介绍，“U8+” 居家系
统的推出， 经过了近2000
个昼夜的市场研究，结合已
交付小区入户访谈，提炼国
内外先进家居理念，对居住
空间进行科学规划、 升级，
“希望此次以万科魅力之城
为着落点，真正站在住户的
角度， 以全面的细节关怀，
实现人们心中对于美好生
活的渴望。”

推出“U8+”居家系统，
并非长沙万科在产品领域
的首次创新。 深耕湖湘14
载以来，长沙万科一直根据
湖湘的生活习惯，精研不同
结构家庭的生活行为，致力
于对装修房的不断探索，基

于人性和真实需求的细节
设计，从内到外给居住者提
供最舒适和最省心的居住
环境，让每个家人的需求得
到满足。

“选择万科装修房，就
是选择一种更美好的生
活。” 这不仅仅是口号，而
成为了现实。

从2016年， 长沙万科
定制“悦享+”面世，迄今已
服务4000+组家庭。35年
开发+20年批量装修+个性
化和系统化装修服务，万
科从硬装到软装的完整整
装定制解决方案， 整合全
球优质的设计师和供应链
资源， 完美匹配所有客户
的个性化一站式需求。

房子所代表的不仅是
栖息地， 它同时承载着人
们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
求。万科以情怀筑城造梦，
倾心打造“魅力之城”，通
过精研不同结构家庭的生
活行为， 全面提升住宅品
质， 打造万科U8产品装修
体系， 或将为长沙现代人
居空间带来新解。

严厉的调控政策下，各
楼盘面临着“破冰战”。不少
创新型产品也应运而生，凭
实力赢得了一席之地。

今年3月，运达集团在
长 沙 首 推 均 价 高 达
40000/m2的大平层公寓，
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成
交额逾12亿，总价6000万
元/套的泳池花园复式公
寓也被抢购一空，随后四
次加推，屡推屡罄。据悉，
此次引发抢购的运达公
寓 户 型 都 是 450m2、
900m2、1320m2 的 大 面
积，总共仅有100套。这样
全系大户型的项目，在长
沙尚属首创。

龙湖新壹城推出的
“双钥匙”公寓，2019年上
半年以3.29亿元成交额位
居长沙公寓销售排行第
三。 该产品将39平方米的
公寓打造成为2套完全可
独立使用的套房式空间，
从而实现购买一套住两
户，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此外，LOFT公寓、写

字楼改公寓、 类住宅等都
是同质化下“突围” 的产
品，受到了购房者的青睐。

“随着去年长沙楼市
高歌猛进，公寓类产品价格
也水涨船高。一般某个区域
内的公寓价格，比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高出2000-3000
元，价格并不具备优势。”业
内人士分析，目前，地段、
地铁、 品质精装等已成为
在售公寓项目的共性，从
单价值点突出到多价值点
叠加，可复制性强，无法避
开红海竞争， 因此差异化
创新将成为关键。 湖南省
经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
经济学家王义高认为，未
来市民真的不需要房子，
只需要居住， 定制化公寓
还有酒店式公寓， 养老公
寓是未来房地产非常有前
景的机会，“以后大量的房
子是在租赁市场， 希望开
发商开拓思路， 严格仔细
考量未来公寓式发展在中
国房地产过程中的新机
遇、新发展。”

为了提高业主居住
体验的舒适度， 长沙万
科通过对户内功能强
化、居家收纳、室内微环
境等产品细节的系统化
与精细化表达， 直击生
活痛点， 重新定义品质
家居生活。
■记者 卜岚

据悉， 此次家居产品体系的升
级， 或是长沙万科史上最完整的家
居体系， 是长沙万科认真审视了当
下人们的生活习惯及家居生活的痛
点，结合市场研究，提出的改善和解
决方案。

作为最新一次对住宅的全面升
级，长沙万科此次升级的“U8+”居
家系统，包含了从公共空间、入户玄
关、儿童空间、厨房空间、卫浴空间、
收纳空间、家居智能、家居定制八大

居家系统， 直击目前市场内存在的
房屋质量、 整体效果等生活家居痛
点。

在智能生活方面，万科更多从快
乐家庭生活的理念入手，把先进科技
在家居空间进行广泛应用。在客厅与
厨房区域创新设置了一个集成化终
端系统，科技不仅能为主人提供安全
保障， 同时还具有轻松的娱乐功能。
而基于预防意外的情况，万科还设计
了三部分智能安防系统，其中包括有

红外线双重监控系统、 主卧24小时
报警按钮、厨房煤气报警系统等。

此外，在空间上，设计师通过对
空间精心而巧妙的设计，还实现了居
住空间的功能化，为居者提供更多的
储藏空间。根据全国家庭生活行为模
式的相关资料收集以及系统研究，万
科重新整合了收纳空间中的衣帽间
和储物柜两部分，设计采用了创新的
衣帽间男女分区收纳布局和多功能
玄关柜以及无影灯镜柜。

162.7万方！长沙商业公寓存量达近两年最高
公寓同质化现象严重，租金回报率较低 创新产品，差异竞争才有出路

“在售的公寓已经进入清盘阶
段，部分14层的49m2户型将进行特
价处理， 折后单价仅为12222元
/m2，比原价降低了近10%。”在开福
区的某楼盘置业顾问李先生看来，
今年公寓的确不好卖， 降价或成为
换量的手段之一。

105.8个月、149个月、16.8个
月， 这是湖南中原地产给出的长沙
写字楼、 商业、 商务公寓的去化周
期。其中，至今年6月末，商办公寓存
量面积为162.7万平方米， 达近两
年最高。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海明

从“投资热点”到“风光不再”，长
沙公寓市场正逐渐“退热”。

“今年上半年项目剩余10套公
寓，即便降价清盘，也鲜有人问津。”岳
麓区蔷薇国际的置业顾问邹女士介
绍， 该公寓项目2017年10月开盘以
来， 仅售出46套公寓，“今年2月起，
为了清盘，我们将40-60m2的公寓均
价下调至7500元/m2，但销量却并不
乐观。”

由于住宅限购， 从2017年开始，
长沙公寓市场迎来一波销售热潮。数

据显示，2017年公寓年成交量达97
万平方米， 首次出现供不应求的现
象，价格每平方米破万元；受到市场
量价均好的刺激，2018年公寓供应量
近160万平方米， 公寓市场呈现井喷
式供应， 成交量也达到近年之最，为
123万平方米。

不过好景不长， 今年上半年供过
于求现象加剧。湖南中原地产研究院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长沙公寓市场
供应量为88万m2， 同比上涨76%，成
交面积49万m2，同步下跌11%，供销

比为1.81，这也意味着销售放缓，供销
剪刀差持续增大。

“去年，商务公寓成交量达到近年
最大值。客户大量消耗，今年周均来访
量较去年下半年下滑显著。 随着市场
上大量公寓项目上市， 客户选择面增
大，观望情绪还将继续增加。”一位品
牌房企负责人认为，目前公寓同质化
现象严重， 而且租金回报率较低，“近
两 年 公 寓 价 格 一 直 维 持 在
12000-13000之间，投资回报率低让
不少购房者望而却步。”

创新产品，差异竞争才有出路

“U8+”全新居家系统，直击生活痛点

深入市场考量细节，重新定义品质生活

公寓篇·库存高企

供销比1.81，客户观望情绪增加
市民正在位于开福区的阳光城檀悦选购公寓。 记者 卜岚 摄

万科魅力之城配套小学。（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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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魅力之城深入市场考量细节，重新定义品质生活

全新“U8+”居家系统，直击生活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