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春龙

大庆网友： 要么平平安安回家，要么老老实实上楼。

网友“快乐至上”：面子工程惹的祸，明明平房就可办公，浪费纳税人的钱。

南宁网友：为“被精神病人”提供方便吧，油钱都省了。

网友“兜粉”：应该向群众明示租金数目以及租金去向，要是存小金库了，就应该法办。

北京网友：太不妥当了，不仅给前去办事的人造成麻烦，而且影响镇政府正常办公。

网友“猫兄 ”：这算不算政府部门经商盈利？没地卖，就搞这个挣钱？

常德网友：嗯，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很有震慑力。建议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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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评

2011 年 7 月 11 日， 恒大地产（3333.

HK） 在港发布业绩宣布 2011 年 1-6 月销

售额 423.2亿元（人民币．下同），销售面积

位列国内房企第一。在楼市宏观调控下，全

国楼市成交萎缩， 恒大地产凭借全国合理

布局，以及高性价比产品，持续保持行业领

先地位和稳定的高速增长。 在超额完成半

年目标后， 恒大顺利提前完成 700 亿年度

目标几无悬念， 跨进千亿俱乐部或将成为

恒大新的年度目标。

恒大上半年销售面积全国第一

2011 年 7 月 11 日， 恒大地产（3333.

HK） 在港发布业绩宣布 2011 年 1-6 月销

售额 423.2亿元（人民币．下同），销售面积

611.7 万平方米， 较 2010 年同比增长分别

为 101.7%、83.2%，其中，销售面积位列国内

房企第一。

恒大 6 月单月销售额达 85.9 亿元，销

售面积 125.3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分别为

79%、55.6%。 自 2011年 2月后，恒大销售额

开始呈现月月环比、 同比双增长的强劲态

势：2011 年，恒大 2 月销售额 45 亿元，3 月

销售额 55.2 亿元，4 月销售额 61.5 亿元，5

月销售额77.8亿元，6月集团销售额85.9亿元。

2011 年上半年， 内地楼市在“限购”、

“限价”等一系列宏观政策调控下，一线城

市出现成交萎缩。 面对低迷的市场环境以

及持续不断的宏观调控， 恒大上半年热卖

势头不减，并保持了月月环比增长。业内人

士认为，恒大强大的团队执行力、前瞻战略

布局及高性价比精品地产的优势， 是令其

销售始终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的重要原因。

恒万争霸格局成型

2011 年 7 月 1 日，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

联合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共同发布《2011

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

TOP30》。 榜单显示，今年上半年，恒大地产

稳居销售面积第一位， 万科销售金额第一

位，继续领跑中国房企。 榜单认为，在继续

稳固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 恒大与万科依

旧保持了相对的高速增长， 同其他房企的

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2009年，恒大异军突起，并在第三季度

首次跃居销售面积第一， 完成了一次完美

的弯道超车；此后，恒大开始紧咬万科，从

2010年至今，恒大销售面积一直稳居第一，

销售金额稳居第二，与此相对应的是，万科

则在销售金额称雄，销售面积居次。恒万争

霸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楼市大型企业竞争的

独特而固有的现象。 这种现象至今已经稳

定维持了两年，恒万争霸的格局业已成型，

而其他房企则被恒大和万科逐步拉开差

距。 可以预计的是，未来几年，恒大和万科

的较量将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竞争的主旋律。

增长率最高成最有钱企业

持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 恒大

地产还保持了稳定的高速增长， 进一步拉

大与其他房企的距离。 2011年 1-6月集团

销售额 423.2亿元，几乎快要追平 2010年全

年 500 亿的销售金额， 比 2010 年上半年

209.8亿元，同比增长 101.7%。无疑，恒大已成

为在港上市内地房企中增长率最高的公司。

高周转的经营模式已成为持续高增长

企业的共性， 尤其是在政府调控房地产市

场趋于常态化的当前。 恒大上半年新开盘

33个项目。下半年，恒大预计平均每月推出

11或 12个新盘，这一推盘速度将有效保证

恒大成为未来最具成长潜力的房地产企

业。

除此之外，截至 2011年 6月 28日。 恒

大集团现金余额达港币 332.4亿元，未使用

银行授信额度港币 406.7亿元，合计可动用

资金港币 739.1亿元。宏观调控持续的中国

楼市环境下， 现金流将成为开发商实力的

衡量标准， 也决定房企在未来全国拓展的

深度和广度， 恒大自上市后一直拥有充足

现金流， 这为恒大全国拓展打造了坚实的

资金后盾。

三线城市助年度目标千亿

为了避免一线城市市场震荡带来的风

险， 国内大型房企已将发展触角伸入二三

线城市。提前布局全国的恒大，是二三线城

市的领军企业， 其在二三线城市的表现具

有市场风向标意义。

恒大三线城市项目占比不断上升。6月

份恒大新开 11 个项目，其中 7 个项目位于

三线城市； 恒大上半年新开盘 33 个项目

中，三线城市项目 23 个，占比 69.7%；目前，

恒大拥有在售项目共计 89 个，分布于中国

49个城市，其中三线城市33个，占比37.1%。

三线城市的精耕细作为恒大带来了良

好的销售业绩。在恒大上半年 423.2亿元销

售额中， 三线城市项目销售 128.1 亿元，占

比 30.3%。 在超额完成半年目标后，恒大顺

利提前完成 700 亿年度目标几无悬念，跨

进千亿俱乐部或将成为恒大新的年度目

标。 ■记者 邹颂平

恒大上半年销售 423.2亿元

销售面积全国第一，年度目标剑指千亿

陕西柞水县乾佑镇政府办公楼

除一楼留下部分办公室外， 其余二

至六层均出租给了一家私人医院。

由于医院逐渐收治了一些精神病

人，一天到晚大吵大闹。此举引起很

多群众强烈不满。 该镇镇长祁少峰

称，这是前任领导签的协议，镇上对

医院收治精神病人曾经阻止过，但

一直未见到医院的负责人。

12年，一个轮回，孙春龙在传媒圈

里转了一圈。从一名“新闻临时工”成

长为《瞭望东方周刊》知名调查记者，

他做得风生水起，获得过“中国十大法

制人物”、“中国阳光记者”、“2008感动

中国候选人”等荣誉。

如今， 他却要转身离去， 不是对

“铁肩担道义”的离弃，而是有另一种

使命在等待他———筹备成立一个关于

“远征军”老兵的基金会。

最初的触动来自孙春龙第一次在

缅甸采访老兵。 他主动说要帮助他们

时，一位老兵很轻蔑地说，好多采访他

的记者都这么说，但采访完之后，连个

影子也不见了，拍了照片也没给他们。

孙春龙心里很愧疚， 他想一定不能再

让这些老人们失望了。 随着此后采访

活动的频繁和深入， 这个念头在他心

里牢牢地扎了根，直到今年6月30日他

正式辞职去筹备基金会。

“让每一个为国出征的老兵都得

到尊重”，这是孙春龙的心愿，也应该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责任。

继欧典地板之后，家居行业又曝“假洋

鬼子”丑闻。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国

内知名高端家具品牌达芬奇并非是如其宣

称的“意大利原产”，其部分家具在广东东莞

贴牌加工生产，涉嫌伪造产地。据调查，达芬

奇销售的卡布丽缇家具是由东莞长丰家具

有限公司生产的，一张在达芬奇专卖店标价

30余万的双人床， 在长丰只需3万元即可买

到。

国内贴牌加工，将其运至意大利，再拖

回国内……就是知名、高端的“意大利原产”

实木家具了。身份是假的，质量还不合格，宣

称的名贵实木实际上是高分子树脂材料。达

芬奇天价家具给了消费者当头一棒，也给了

地方当政者当头棒喝！

中国一些商人道德沦丧、 诚信缺失，

全世界都知道。从吃的、穿的、住的、用的，

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敢一假到底。所以，

中国多暴发户，此是重要因素，所谓“撑死

心黑的，饿死纯洁的”。3万元的双人床，可

以卖到30余万， 达芬奇家具的老板们，想

不富都难。这些以假起家的奸商，从来就

不曾流淌过“道德的血液”。

更多的疑问随之而来。 小商小贩做

假，由于目标太小，一时难以发现，于情于

理也说得过去。而达芬奇家具据说是国内

最具影响力的高端品牌，由于标榜“意大

利原产”、“珍贵实木”，其产品销往大江南

北。在“进口”过程中，检疫部门、工商部门、

质检部门等都负有检查并追查真相的义务。

显然， 诸多部门存在行政不作为的嫌疑。其

直接后果是，消费者利益受损，本已十分脆

弱的商业诚信危机再度遭受重创。而更为严

重的是，公平正义的长期缺位，假冒伪劣盛

行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将导致“劣币驱逐

良币”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使民众生活在更

多国人参与的尔虞我诈中不能自拔。

按照以往的惯例，奸商蒙骗消费者而不

被发现，一是太狡猾，坏事做得天衣无缝；一

是官商勾结，利益均沾。有关部门已经介入

调查，相信不久会有真相呈现。在媒体卧底

长达半年的调查中，达芬奇家具涉嫌伪造国

际名牌，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行为公之于众，

但如果民众欢呼胜利实在为之太早。据业内人

士透露，国内的确存在打着“洋品牌”旗号、实

际是国内制造的家居用品，有的是国外注册品

牌，但在国内贴牌生产；有的就是国内制造，在

国外转个圈回来就成了进口货。 可以确定的

是，达芬奇家具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

不仅仅是家居用品，食品、药品、化妆品等

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挂羊头卖狗

肉”的事太多了。对“洋品牌”验明真身，让消费

者明白消费，并加大奸商们的造假成本，让其

身败名裂甚至倾家荡产，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职

责所在。

■吴晓华

“达芬奇”不是一根“挂羊头卖狗肉”的独苗

面孔

镇政府出租办公楼 给私人办精神病院

李锡全（左）是孙春龙接回国的第

一位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