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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商品房住宅市场目前库存
有多少？需要多长的周期消化？长沙
市房产研究中心给出的答案是14
个月， 而湖南中原研究中心的答案
则更久，18个月。

3月27日，国土资源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联合下发《关于优化2015
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要求，住房供应
明显偏多的市、县，或在建住宅用地
规模过大的市、县，应明显减少住宅
用地供应量直至暂停计划供应。记
者从长沙市住建委了解到， 长沙正
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做统计、分析，为
细则落地做准备。 ■见习记者 桂思雨

住宅库存超1500万㎡

1613.66万㎡， 这是长沙市房产研究
中心给出的截至2月， 长沙市内六区待消
化商品住宅面积，其中，岳麓区商品住宅
待售量最高，达545.04万㎡。该研究中心分
析认为，根据目前的去化速度，长沙市内
六区商品住宅的去化周期约为14个月，去
化压力不言而喻。

最近长沙住宅市场的去化速度加快，
但库存高企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缓解。

3月27日下发的《通知》中规定，对住
房供应明显偏多的市、县，或在建住宅用
地规模过大的市、县，应减少住宅用地供
应量直至暂停计划供应。

湖南中原董事总经理胡治钢认为“此
举可从源头控制供应量，打破了传统‘大
跃进’的供应方式。”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委
了解到，长沙市也正在结合市场情况做统
计、分析，为细则落地提供理论基础。

政策将为高库存“解套”

缓解库存高企的局面，一方面要控制
进口，减少土地供应；另一方面要增加购
房需求，释放出口。在控制进口上，从长沙
一季度土地市场供应情况便可看出。第一
季度长沙市内六区成交总金额约为22.78
亿元， 相较于2014年第一季度逼近100亿
元的土地成交额， 土地市场明显降温。北
京华浦梁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华中区总
经理梁滋民认为， 节奏性放缓土地供应
量，综合市场供需以达到供求平衡，高库
存压力下开发商也谨慎拿地。

在控制出口上， 今年1月份召开的湖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预计今
年全省要开建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
改造51.83万套。湖南省副省长张剑飞也在
会上要求各地通过规范市场发展，编制住
房规划控制地块流入速度，以及灵活运用
保障房“货币补偿”政策等措施，积极消化
“存量”，确保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开发商转型开发用地

该通知引发广泛关注的另一要点是：
未开发用地可转变用地用途，引导这类用
地转型利用。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供求不
平衡的背景下，用地可适当改变用途具有
积极意义。

位于开福区的一块原本是用做商住
综合体的开发用地，后转型为电子商务企
业总部基地。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弟雄曾表示，“政策资源是第一资
源。”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调整项目规划，项
目才能良性发展。

在写字楼市场，2015年长沙写字楼市
场将迎来体量达31.7万㎡的新增供应，而
在新旧写字楼大量供应的背景下，写字楼
空置成不争事实。转变用地类型，对长沙
写字楼市场来说或也是利好。

3月31日，位于长沙市
芙蓉区浏阳河畔， 规划有
48个行政班级的大同瑞致
小学正式开工建设。

芙蓉区副区长张庆和
称， 作为省首批教育强区，
大同瑞致小学将为芙蓉教
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由

中房·瑞致国际联手百年名校
大同小学创办的大同瑞致小
学，占地50亩，建筑面积达2
万㎡。据介绍，大同瑞致小学
将建设书法阅读区、 学习中
心、种植区、演讲中心等区域。

“名校+名盘”，竞争力毋
庸置疑。“当初选择中房·瑞

致国际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品
牌质量、 优质教育资源。”即
将入住的刘女士说。

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蔡建民表示， 中房作为责任
央企，要勇于担起社会责任。

■见习记者 桂思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对居住环境的不同要
求， 个性化的定制家具成
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
择。据业内人士介绍，近几
年定制家具市场呈飞速增
长之势。

迅猛增长的市场却暗
藏混乱， 记者从长沙市工
商局了解到，12315热线去
年定制家具投诉量相较
2013年增加了104%。业内
人士提醒， 目前尚无行业
标准， 消费者不要盲目追
求个性而忽视质量。

定制家具市场火爆

随着消费者差异化和
个性化需求的增多, 工业
化批量生产的家具已无法
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于是能够“因地制宜”的定
制家具就发挥出了优势。

湖南省家具行业协会
副会长孙丽华告诉记者，
目前定制家具品牌呈爆发
式增长， 尤其是近几年定
制家具的市场增长率均在
100%以上，越来越多的传
统家具工厂转向开发生产
定制家具， 不少大型的装
饰公司也开始涉足定制家
具。

随着市场的火爆，定

制家具的范围也从最初的橱
柜、 衣柜等逐步扩展到了沙
发、床、书柜、桌椅等。

定制虽美，问题不少

市场增长之时， 投诉量
也在悄然上升。

去年10月， 市民肖先生
在某家具工作室定制了一套
总价值23000元的家具，并于
当年12月11日安装完毕，可
使用了三个多月后， 家具仍
有刺鼻的气味。

肖先生对其进行甲醛检
测后发现严重超标， 商家对
此承认， 却表示只愿退还
80%家具总款， 经工商局工
作人员多次协商调解， 工作
室同意全额退款， 但肖先生
仍需要支付2000元货运及安
装费用。

2014年， 长沙市12315
共受理家具类投诉举报144
起，其中定制家具49起，同比
增加了104%。

孙丽华提醒， 目前国内
尚未出台定制家具的行业标
准，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的
权益往往无法得到保障。

建议消费者在选择定制
家具时， 不能盲目追求个性
和价格而忽视了对质量、标
准等方面的要求。

■实习记者 吴思宁

3月30日，常德市首个真
正意义上的城市综合体———
常德万达广场正式奠基。这
标志着常德的商业能级、办
公环境与居住档次将大步跨
入国际一线行列。

据悉，常德万达广场地处
柳叶大道与皂果路交会处，周
边有区政府等多个政府机关
办公大楼， 同时坐拥白马湖、
丁玲两大城市公园，区域配套
完备。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3
万平方米， 总投资额超60亿
元，由大型商业广场、国际5A
写字楼、 室内步行街、SOHO
公寓、高档住宅等组成，集购
物、休闲、餐饮、娱乐、文化、居
住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世界级
城市综合体。

万达商业地产领导表
示， 万达集团将秉承一贯的
品牌主张，实践“让城市更繁
华”、“让生活更美好”的社会
承诺， 以全新的商业模式精
心打造常德万达广场， 给常
德一个真正的城市中心。

■记者 刘婞

长沙消化商品房库存至少需1年
两部委发文优化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长沙正在研究落地细则

定制家具猫腻多，勿盲目求个性
去年长沙定制家具投诉49起，同比增加了104%

孙丽华介绍， 目前
定制家具市场存在两大
陷阱。

“部分销售人员在报
价时，往往只告诉消费者
每平方米使用材料的价
格，而不告之制作衣柜时
所需的金属扣件、 轨道、
合叶等都是另行收费。”
孙丽华提醒，定制家具计
价模式一般为：材料的实
际使用量×单价+主配
件费用=总价，安装推拉
门的话，门和推拉轨道的
价钱还要另计，消费者如
果不问清楚，仅按材料使
用量来计算价格，做好后
的衣柜一定会超出预算。

“优质板材和劣质板
材的价差很大，但消费者
很难分辨，一些小作坊在
制作家具过程中会对板
材进行掉包，更有一部分
还会使用甲醛量超标的
劣质胶水。” 孙丽华建议
消费者在定制家具时最
好选用大品牌厂商的产
品，如使用中发现有刺鼻
味道，可进行甲醛检测。

报价藏“技巧”
当心超预算

浏阳河畔再添优质教育资源

长沙市解放西路正在兴建湖南第一高楼。 记者 田超 摄
互联网及其思维方式，

正渗透到各行各业， 房地产
也不例外。3月28日上午，新
华都地产在长沙宣布： 企业
致力于地产与教育、医疗、旅
游等产业资源的创新融合，
将项目打造成“滴滴版”教育
平台。

据了解，在新华都·长沙
天地这个超过380万平方米
的社区中， 新华都地产将跳
出“楼盘+学校”的传统教育
地产模式， 通过打造线上教
育平台， 如社区教育类APP
等，孵化更个性、更多元的教
育需求。 新华都地产总裁赵
男男看来，教育、医疗和旅游
资源与地产的结合， 将是房
企打造独特竞争力， 寻找发
展新“风口”的重要机会。

目前， 新华都地产布局
已经进入长沙、 上海以及福
建龙海等地。 土地储备超过
440万平方米。 ■记者 刘婞

新华都欲建“滴
滴版”教育平台

万达广场
落户常德

依据长沙市房地产市场
预警预报动态监测系统数据
显示，上周（3.22-3.28）长沙
内六区新建商品房网签3008
套， 成交总套数已连续两周
破三千 。 住宅网签均价为
5430元/平方米。

■实习记者 向竹筠

网签套数
持续破三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