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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业界

11月5日晚， 锦绣潇湘湖南创意艺术
节暨“鸿扬杯”湖南十大创意设计系列评选
颁奖典礼在芙蓉国豪廷大酒店举行。鸿扬
家装优仕设计私享馆荣获“湖南住宅室内
设计行业创意机构”大奖，锦绣潇湘文化创
意产业园当场与鸿扬家装优仕设计私享
馆签订了50万元的创业基金使用合约。正
值鸿扬家装15周年庆典即将来临之际，鸿
扬再次获得官方和大众的认可。

在活动承办单位湖南省设计艺术家
协会秘书长马建成看来，评判创意设计不
在乎作品的规模、规格大小，成本多少，不
在乎所花时间长短，而是注重其对人们生
活方式、观念、态度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此次评选中， 鸿扬家装优仕设计私享
馆、《马丁·路德·金雕像》、雷宜锌等分别荣
获湖南十大创意设计机构、湖南十大创意

设计作品及湖南十大创意设计人物。
作为唯一获得室内设计创意机构殊荣

的家装公司， 鸿扬家装的设计实力与品牌
影响力可见一斑。据悉，此次参评机构的评
选指标涉及团队与企业的收入状况、 创新
与创意能力、文化建设、信用与品牌建设等
条件，且标准严格、综合评测。

鸿扬家装优仕设计私享馆是鸿扬家装
的高端设计机构， 集结最顶尖的专业技术
人员， 在更为规范的服务流程和作业流程
指引下，为高端客户体提供更高端、更专业
的家装产品和服务。

自1996年成立至今，鸿扬家装在预制
家战略的指导下， 凭借过硬的专业设计实
力，在国内、国际各大设计比赛上揽获众多
奖项。15年间， 共有45名设计师斩获国际
国内设计奖项180余个。 ■记者 白娜

联动营销或成行业求变有力举措
最近， 非土著长沙人小雅决定去房屋

中介公司看看二手房， 没想到房地产经纪
公司的置业顾问向她推荐了一套新房。“您
就选择这套吧，新房精装修，就在这附近，
92平方米两房两厅才卖107万元。” 在置业
顾问的热情推介下，最终小雅买到了新房。

实际上， 像小雅这样通过中介公司买
到新房的置业者不在少数， 在很多城市中介
公司综合服务一体化的进程早已拉开帷幕，
就连许多二三线城市，譬如长沙，一二手联动
营销的现象也并不鲜见了。 这种联动营销通
常是由两个以上拥有不同资源且彼此市场有
区分的企业或品牌之间组成的战略联盟，通
过整合资源、合作营销以创造竞争优势。

营销求变：行销优势日渐凸显
楼市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

政策环境能否松绑？ 金融环境是否将持续

趋紧？ 众开发商为业绩会不会年底采取降
价冲量？按照目前长沙楼市存量来看，价格
走势又将行向何方？ 种种疑问不一而足地
反映大众对当前局势的困惑和焦虑———是
否冬天真的来了？

“以前坐在店里生意也会自动上门，
现在坐等上门生意是比较难了！”一名置业
顾问表示， 传统坐销的方式在现在的市场
行情下弊端渐现， 走出去主动出击的“行
销”则逐步获得认可，“‘行销’的不同在于
更积极、更主动地去寻找客户，信息传递更
精准、更有效。”

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起伏变化是种常
态， 房地产营销也不可能以一种固定模式
贯穿始终。 当传统营销难以达到开发商们
对销售业绩的期望时，势必打破坐销格局，
走进“行销”时代。在记者采访中我们了解
到，目前行销手段已经突破单一化的局面，

运用数据库精准营销、 品牌联动的客层寻
找、 网络的资源互动、 行业的资源共享等
等， 都让行销变得具有时代特征。 可以预
见，一个更有活力、更加积极的行销时代将
带给行业更多的生机。

一二手联动：谋求三赢
事实上， 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人士早已

洞察到本轮房地产调控将对业界产生长足
的影响， 思变破局将会是其必然趋势。湖
南建安房屋联动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谋求新
的行销方式是当下行业过冬的有效措施，
其中，一二手联动的营销策略便是个中翘
楚。

联合营销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使联合体
内的各成员以较少费用获得较大的营销效
果， 有时还能达到单独营销无法达到的目

的。“一二手联动能够很好地发挥我们客流
量大、快速成交的优势，帮助房产商和中介
商达到优势互补、整合资源。目前来看，跟我
们合作的开发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交率，每
个月都能成交几十套房子。”陈帆介绍道。

在长沙， 这样的营销模式已逐渐获得
市场的认同，渐成趋势。湖南新环境地产总
经理袁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二手需求不旺盛、一手市场淡薄的时候，他
们适时反思， 全面推出了一二手联动的形
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的确收效颇佳。“在
本届房交会上， 和我们合作的开发商就有
万科、金科、米兰春天等名企，这已经是一
种行业趋势，很好地提升了收入。通过二三
线市场的紧密联系， 把我们的资源和客户
推荐给开发商，加强合作和共享，可以更好
地服务客户，把握客户的需求和流向。”

■见习记者 周青

鸿扬获十大创意机构奖 获50万创业基金

提质省府 CBD，加快长沙国际化
目前， 国内主要一线城市的国际化快

速发展期已过去。众多二线城市，都在致力
于自己城市的国际化发展， 做为中部最为
核心的城市之一， 大长沙的国际化之路早
已踏上征途。

千万级长沙新中心
在 2010 年 6 月 13 日的长沙市委全会

上，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提出：
“长沙将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 建成区域性
国际城市。 ”

湖南需要找到一个支点， 来撬动起国
际化城市建设的新里程。

2011 年 5 月，长沙进行了《长沙市城市
总体规划（2003-2020）》（2010 年修订）公
示。 规划明确在规划区内构建一个能承载
千万级人口规模的大都市区， 并在着眼于
整个城市的区域地位大转型和构建国家级
交通枢纽的基础上， 重点发展南部省政府
一带。 至此，省府 CBD真正浮出水面。

省府 CBD 位于长株潭融城核心，以有
“湖南长安大街”之称湘府路为轴线，以联
接武广高铁与省政府的核心地带， 有着黄
金般的行政、区位、交通、金融、商务、商贸、
信息等优势。 区域基础经过数年发展也卓
有成效，省府 CBD 承担新形势下大长沙千
万级区域消费中心的历史使命， 也必将成
为长沙未来国际化大都市的新中心。

商业龙头之势影响中部
长沙市市长张剑飞也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多次表示，南城片区对于长沙，对于湖
南都是至关重要。特别是武广高铁、沪昆高

铁、 渝长高铁开启了长沙与珠三角、 长三
角、成渝经济区的快速联系通道，政府将科
学谋划“南城片区”的发展，把长沙打造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

英雄所见略同。 各界政府的英明决策，
给湖南城市化进程插上了翅膀。“将长沙打
造成全国性的区域消费中心。 ”在推进两型
试验区改革建设时，湖南掷地有声。 要“敢
为人先、敢于担当”、“要干就真干，不要虎
头蛇尾”。

千万级城市背景下，长沙作为中部核心
城市之一和“两型社会”示范区，需要有与
其相匹配的 CBD。 以省政府为核心、新红
星商圈为骨架、联接河西、对接武广新城的
省府 CBD区域正在崛起。

对此， 长沙红星实业集团董事长吴建
松信心十足：“以高端商业、五星级酒店、国
际顶级写字楼、会战中心、高端住宅为主体
的新红星商圈， 将成为未来长株潭现代商
务、商业最集中、交通最发达、五星级酒店最
集中以及城市高端生活住区最丰富的区域。 ”

全省知名区域与社会经济学家朱翔教
授也如是称，省府 CBD 立足省府，辐射长
株潭，将以长沙乃至湖南商业龙头之势，影
响辐射整个中部中国。

省府 CBD生命力彰显
然而，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陈润儿指

出，推进城市国际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作为一个重大的崛起信号， 省府南迁

不过是对大长沙国际化野心的进一步彰
显。 继长株潭融城片区领“两型实验区”先
风，省府的落子南城，将“3+5”城市群以其
为灵魂，握指成拳，奋起于中部崛起大潮之
中。在这场国际化进程之中，更以高端政商
形象，直接关乎大长沙国际化进程及形象。

目前省府 CBD 片区汇集了以省政府
为首的 40 多家省直机关、 天心区政府、雨
花区政府以及 50 多家高档楼盘， 地铁、城
际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发达，金融业、商业、
政务、会务、会展、物流各种业态齐全……
在众多专家看来，纵观整个湖南，目前很难

找到与省府 CBD实力相当的竞争者。

超级都市综合体改变城市
“长沙应紧抓两型社会建设和中部崛

起的政策机遇， 促进金融资本与湖南的产
业对接，打造中国中部金融中心。 ”湖南省
副省长韩永文曾如是向公众与媒体展示长
沙“中部金融城”的蓝图。

“在城区主要商圈的核心区域布点高
密度性、高复合性、高带动性、高效益性的
城市商业综合体。同时，要为区域投资者和
经营者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雨花区区长
邱继兴对媒体表示。

在各级领导的殷切期望中， 举一子而
活全盘。 一个“超级都市综合体”的崛起将
改变一座城市。这个超级综合体必须具备：
作为主体的中高层零售商业； 具有国际代
表性的大量品牌专卖店； 综合性商业购物
中心；商务中心；主题式商业街区，地方总
部所在地……更重要的是， 它要能提供给
城市新的商业模式， 为城市带来新的文化
冲动，制造新的旅游休闲目标。

作为大长沙首个“全功能中心型”的超
级都市综合体， 德思勤城市广场以 156 万
方超大体量、复合全功能型业态组合，创新
“产、商、住”自循环价值增长模式，并通过
“3分钟生活圈”的营造，不断激发和提升区
域的商业核心价值，强势改变大长沙的商业
版图， 将国际化的开发运营模式及时尚潮流
的 TASKIN生活方式引入城市生活，从根本
上颠覆一座城市的商圈版图、商业格局、人居
理念、生活态度及消费方式，加快长沙建设国
际化大都市的进程。 ■记者 邹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