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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地产市场 

(一) 成渝城市群有望建成国家级 成都定位国家中心城市 

5月 29日，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出席论坛时解析《成渝城

市群发展规划》，他表示成渝城市群最有希望建成第四个国家级城市群，成都定

位为国家中心城市。 

成渝都市圈的交通物流、科研教育、商业氛围、人才聚集、城市规模都处于

西部城市前列，地理位置更是处于中国东西部交接的要点上。因此在国内经济由

东向西发展的战略方针之下，成渝都市圈的地位也愈发突出，并在在经济增速软

着陆的大背景中，中国也确实需要找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之外的第四极。

联系到房地产行业来看，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将带来更多有质量的购房者和创业者，

对于成都高居不下的商业地产库存将是利好。不过整体来看，由于成都、重庆供

求规模太过庞大，所以个别科创金融高地的崛起，也只能带动少数板块的价值上

升，市场供求关系并不会发生质的改变，故此我们认为中期内房价还将以维稳为

主。 

(二) 佛山户籍政策大幅调整，6 月 1 日起购房即可入户 

5月 26日下午,佛山市公安局发布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细则》

放宽了购房入户、稳定居住就业入户等条件,将入户的房产从一手房放宽到二手

房、自建房,同时取消了附加条件。新的户口迁移政策今年 6月 1日起执行。 

佛山此次新政放宽购房落户，无疑将鼓励和吸引大批外地购房者，对佛山房

地产市场属于正向激励，不仅将推动一手房成交上涨看，将入户房产放宽至二手

房，也将刺激二手房市场成交上涨。特别是近年来在广佛同城的带动下,随着交

通便利、配套完善,佛山的竞争力在不断加强，会吸引更多在广州工作的外地人、

周边农村的购房者去佛山置业，也将推动佛山的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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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昌万达城正式开业运营 为万达首个超大型文旅商

综合体 

5月 28日，万达集团首个以万达城命名的超大型文旅商综合体——南昌万达

城正式运营。 

目前国内在建的万达城有 8 个，大多分布于二线主要城市。从此次开业的南

昌万达城来看，总建筑面积 480 万平方米，总投资 400 亿元，业态包括了文化、

旅游、商业、酒店四个主要方面，这样一个规模，叫做“城”的确符合身份。但

是，从以前长白山、西双版纳等项目来看，大投入带来的是区域旅游面貌的改善，

但并没有换来房地产方面明显的改变，这种模式还需要大量的升级与探索。因此，

在各种大规模乐园及设施投资之外，如能加强万达集团旗下各板块资源的协同效

应，如影视 IP、体育等，或将为万达城带来更大的竞争力。此外，王健林先生

的一句话“让迪士尼 20 年盈不了利”出现的时间点恰到好处，不得不说的确是

玩的一手好营销。 

(四) 合肥传闻 9 区将从 6 月 1 日起实施限购 

5月 26日上午，多方消息传出合肥 9区限购政策已草拟完毕，正在获批通过，

限贷或紧随其后。 

近段时间内，合肥市场的确显得有些“过分”火热，肥西楼板价创新高、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连续第一、第二位、市场上库存不足买房需要摇号。如此不

理性的市场与此前一直强调的平稳发展相悖，此次传出“限购”仍在情理之中，

但不能称之为上策。苏州此前也因为市场过热而传出“限购”，但并未执行，只

是出台部分土地限价的措施。从以往经验来看，限购的确能让“火热”的市场迅

速“降温”，但其副作用同样影响较大，导致量跌价不跌的情况出现，毕竟限购

在抑制部分购买需求同时，无形中抬升了区域和板块的投资价值。而且，限购与

此前强调的“去行政化”、“消除不合理限制措施”背道而驰，因此，无论是合

肥、苏州或者南京，地方政府“限购”政策的使用将更加谨慎，权衡利弊之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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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来决定。短期来看，“限购”只是作为这些城市的“下策”或

者备用政策，不排除限购政策的出台的可能，但显然目前并不是最坏的局面和最

佳的时机。 

(五) 南京实施土地出让最高限价办法 

27 日，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落实控地价、

控房价“双控”要求，实行土地出让最高限价办法，在热点区域的住宅用地出让

时，由市政府设定地块的土地出让最高限价，对竞买人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终

止土地出让，竞价结果无效。 

紧跟苏州“土拍熔断”令之后，南京出台土地限价新政，自然是为了限制当

下过热的土地市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4 日曾有报道称南京不会跟进，原因

是新政后苏州首日土拍两幅地块遭遇“熔断”，国土局相关人士认为“苏州实验

不成功”。但仅仅时隔三日，南京市政府即正式出台新政，其直接原因可能是苏

州次日土拍均告成交，8幅地块均在限价范围内成交。 

但需要指出的是，苏州 8宗限价地虽然全部成交，但大多临近限价上限，并

且也创出了新的单价地王。泰禾以 16743元/平方米楼板价竞得的郭新东路宅地，

即刷新了尹山湖板块的单价纪录。其它地块地价也并不低，如最新出让的相城区

三幅宅地楼板价，即较 2月份同板块土地高出 1000-2000元。 

由此可见，苏州土拍市场只是在表面上冷静了下来，楼市供不应求的基本面

依然没有改变，市场热度仍然高烧不退。再做类比推理，南京本轮新政推出之后，

可能也只能收到“治标不治本”的结果。 

事实上，与当下流传甚广的“限购复辟”传闻相似，此类行政限令终究难以

起到理想的效果。其一，无论是“土地熔断”还是“限购令”，实际上都是在提

高交易门槛，限制买卖资格，但并没有从实际上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一线城

市限购令再度收紧后，房价依然高居不下即是铁证。其二，政策面的突然掉头，

尤其是行政干预的突然变化，不利于政策面的连续和稳定，不利于地方政府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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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立；其三，“因城施策”不是“因时施策”，多变的政策面会滋生市场投

机心理，在下一波市场旺季时可能会造成更为疯狂的涨价热潮。 

若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应当从供需根本出发。本轮土拍的过热的根源

有二，其一，面对城市分化下的供需失衡，企业若想保证盈利空间和规模，只能

去一二热点城市拍地；其二，宽松的银根为开发商提供了足量、且足够便宜的钱，

进一步推升这些热点城市的土拍热度。在“去库存”政策导向下，考虑到三四线

经济发展难以一蹴而就的事实，短期内城市分化的局面难以改变，因此若要“治

病除根”，关键还是要追究到银根宽松上。 

确实，在房地产企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融资手段越来越多，定向收紧房地

产银根也越来越难，简单的定向收紧项目贷款、追查资金来源已经难以取得理想

的效果。但治病除根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并且对于这些热点城市来说，如不趁着

身体康健之时不下猛药治根，那还更待何时？ 

(六) 宁波单价新地王诞生，刷新近 6 年纪录 

历时 5 小时 161 轮，5 月 25 日下午，宁波供销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以楼

面价 15612 元/平，从维科、德信、荣安、旭辉、中梁、万科 6 家大鳄口中夺得

“肉食”，拿下江东区东胜地段（JD03-06-09）地块，刷新近 6年来宁波土地市

场楼面单价纪录，成为宁波单价新地王。 

自 2012 年房地产行业淡季以来，宁波楼市沉寂已久，大部分项目销售均以

平销为主，再加之鄞州、镇海等市郊的高库存，使得开发商大多兴趣缺缺。但城

市经济基础仍然较好，居民购买力仍然居于全国前列。因此自 2014 年四季度开

始，随着行业旺季的到来，宁波楼市逐步复苏，去化周期一再降低，开发商投资

热情也在逐渐回暖。再加之此次成交的宁波单价地王处于主城中心，区位上紧邻

三江口，购物、娱乐、景观配套均极为成熟，周边项目售价也超过了 2 万元/平

方米，最终以 1.56 万元/平方米的楼板价成交应在情理之中。但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宁波市仍有大量的土地有待开发，土地消化周期仍居于全国前列，对于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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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镇海、鄞州等市郊拿地仍需保持谨慎。 

二、开发商 

(一) 金茂商业要上市，宁高宁还需要做什么？ 

近日，中化集团旗下房地产和酒店业务平台——中国金茂启动战略升级，也

是从中粮集团调任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的首次公开亮相，表示将在“轻重并举，

创合创新”的战略指引下，通过资产管理强化收益，通过轻资产输出等方式快速

扩大业务规模，并以旗下四条标杆产品线为核心，打造标杆项目，努力成为“中

国品质商业地产引领者”。 

同时，会上也给出了金茂商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及上市时间表，到 2018 年实

现管理面积 200万平方米，确保所管理资产具有良好的业绩表现，早日具备上市

条件，择机进军资本市场。 

金茂的轻资产模式将以委托管理为主，包括操盘、包租操盘、合资经营模式

为辅的资产管理输出模式，而强大的运营能力是实现资产管理业务的基础。目前，

中国金茂商业板块的运营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从其过往业绩中，可以大致看出其

商业运营的能力。 

金茂商业：体量较小，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 

中国金茂在 2016 年 1月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房地产企业商业运

营能力 TOP20》排行榜上位列第 7名，而排在金茂前面的 6家房企中有三家为内

地企业，分别为万达、华润、大悦城。因此，我们将金茂与这三家内地领先的典

型房企在商业租赁收入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从 4家典型企业投资物业的租赁收入来看，中国金茂该板块仅有 12.53 亿元

的收入，与内地其它三家典型涵盖商业地产的房企相比明显较少。而租金在总收

入中的占比来看，中国金茂仅为 7%，相对占比较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金茂

的这 12.53 亿元租赁收入是包含了写字楼与商业的，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写

字楼的收入贡献，而零售商业方面由于已开业的项目数量较少，因此贡献较为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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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金茂自身的情况来看，销售物业及一级土地开发收入 150.33 亿元，

占总营业额的 81%，为企业主要收入来源；酒店经营收入 18.96亿元，占比 10%；

商务租赁及零售商业运营收入 12.53 亿元，占比虽然仅为 7%，但同比增长幅度

最大，达到了 7%。 

 

因此，中国金茂的商业事业部体量还比较有限，虽然目前来说，还是一家以

销售物业及酒店经营为主的地产开发公司，但未来商业运营的增长可期。 

商业项目：在运营项目较少，大多还在筹建中 

从目前中国金茂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其旗下在运营的商业项目还较少，大

多在筹建中。金茂商业的四条标杆产品线包括城市级商业、旅游地产商业、商务

配套商业以及社区商业。而根据中国金茂 2015 年年报显示，目前在运营的商业

项目仅有南京金茂汇、上海 J•LIFE、三亚 J•LIFE、丽江 J•LIFE四个项目，其它

大多还在筹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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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商业的大多项目都与旗下高端住宅、酒店、写字楼等其它物业搭配布局，同

时这也符合中国金茂最新要实行的“双轮两翼”战略，即“销售+持有+金融+服

务”。但是，未来金茂商业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要做轻资产输出，或做独立的购

物中心，那么或将失去多种旗下资源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还充满了

未知性。 

扩张模式：轻重并举，实现“轻资产”输出 

金茂商业要实现商业板块规模的迅速扩大，在 2018 年达到资本化的基础。

那么在短短的 2年时间内，传统的方式是很难达到这个目标的，必须要实现“轻

资产”输出。因此，金茂表示“将轻重并举，加大轻资产运营模式，重点甄选

5-8家大中型国企进行深度合作，以委托管理为主，包括操盘、包租操盘、合资

经营模式为辅的资产管理输出模式，实现商业资产价值最大化。” 

这个战略思路让我们联想到内地正在“轻资产”模式下奔跑的万达和宁高宁一手

打造的大悦城。 

商业龙头万达的轻资产模式有两种。第一种，与项目持有者合作。万达商业

负责项目管理和运营管理，项目持有者负责土地和资金，最后，万达物业在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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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管理和运营支出之后，与项目方按 3∶7 的比例分享净物业收入。第二种，

与金融平台合作。万达商业将 5个购物中心打成一个资产包，放在金融平台上募

资，合作方进行项目投资，万达商业负责建设、运营、管理，最后以净物业收入

和合作方分成。 

大悦城在 2015 年底首个轻资产模式在天津落地。根据官方的透露，大悦城

轻资产合作在谈的条件为 5%的项目溢价加 5%的租金收入，整体来看还是以管理

输出、商业运营、收益共享的形式。 

而从这一次发布会上可以看出，宁高宁不仅为金茂带来了商业板块的具体战略思

路，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商业与资本资源。一方面，轻重并举与创新突破的战略

方针与大悦城较为相似，颇具“宁氏”特色。另一方面，现场中国金茂与青岛奥

帆广场、时尚集团的战略合作，以及资本界人事的现身，都说明了宁高宁为金茂

商业带来的不仅是商业战略，还有商业与资本方面的资源。 

那么最终金茂商业能否在轻资产战略下迅速的扩大规模，对于其团队商业运营能

力还有比较大的考验。 

结语 

这次战略升级距离上次中国金茂宣布由“地产商”转型为“城市运营商”已

经过去了 7 个月的时间，金茂在这个转型方面的动作并不算快，而刚刚成立 2

年的金茂商业，获取将承载了集团转型“城市运营商”的重要使命。 

发布会上，李从瑞表示，“金茂商业将发挥中国金茂在金茂酒店资产上市、

资产证券化等成功经验与融资能力，按照上市的路径要求，积极谋划商业资产的

早日上市。”因此，对于金茂来说,，未来搭建的销售型物业开发与持有型物业

运营的多板块上市平台，将继续提升企业整体估值，同时实现低成本融资和稳健

扩张。 

由于当下商业地产过剩以及电商的冲击，未来金茂商业除了要进行突破性创

新之外，还需加强与母公司其它资源的相互借力发展，如金融、销售物业、一级

土地开发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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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茂商业的这条上市之路，时间紧迫，但宁高宁要做的可能还有很多。 

(二) 在苏州土地疯狂之前，这些房企已买了很多地 

5月 24日，苏州“苏地网挂[2016]3号”土拍落幕，15宗地 13宗成交，共

收金约 241亿元，其中 39号和 41号 2宗地块因超过“限价”标准被迫流拍。溢

价率超过 100%的地块有 7宗，其中路劲拿下本轮溢价率最高的 27号地块，上海

建工以 55.21 亿元夺得本轮总价最高的 26 号地块，而雅居乐以 27.45 亿元、溢

价率 154%夺得 35号地块首入苏州。 

其实，在今年房企进入疯狂“买买买”之前，苏州市场早已有诸多知名房企

在分食。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天，我们就从销售实力、土地储备、

营销战术等方面，为大家盘点苏州市场发展前景较好、综合实力较强的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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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情况：TOP10 房企销售之和约占 1/3 市场销售份额 

2015 年的销售情况来看，销售额 TOP10 房企共销售 543 亿元，占苏州市场全年

商品房销售额（1742 亿元）的 31%。TOP10 房企中，年入销售额 50 亿元以上的

房企有 5 家，中海、九龙仓、万科位居 2015 年苏州销售排行榜前 3。值得一提

的是，TOP10 本土房企仅苏州高新、苏州工业园 2 家。另外，TOP10 房企销售额

彼此差距不大，占比均在 2-4%之间。由此可见，苏州市场尚未出现市场垄断性

龙头房企，竞争相对公平，目前对于房企而言，苏州依然是可进入性较好的城市。 

 

TOP10 房企之中海地产：先入为主，大盘造城  

先入为主，连续 6年销冠。中海 2004年首次进入苏州，是苏州第一批外来房企。

据 CRIC 统计，自 2008 年以来，除 2009 年销售排名第二，连续 6 年为苏州销冠

房企，其中，2013年销售金额约 96亿元，为历年来销售之最，虽然后两年中海

销售业绩处于下滑状态，但仍然是苏州销售排行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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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在苏州操盘的项目有苏州中海山湖一号、苏州中海凤凰熙岸、苏州中海

独墅岛等 13个项目。据年报透露，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中海在苏州的土地

储备为 102.2 万平米，在其已布局的诸多城市中土储总量排名第 18 位，苏州是

企业在长三角地区重点布局的城市之一。总结其在苏州的发展模式，可归纳为：

低价拿地、大盘造城、快速周转。 

一方面，多渠道获取土地，大盘造城。受集团追求高利润的战略影响，中海

在苏州拿地时，则倾向于获取低价地块。从其项目溢价率来看，2004 年以来，

中海在苏州的拿地溢价均在 80%以下，其中中海御湖熙岸、中海国际社区、中海

御景湾和中海凤凰熙岸等项目溢价率近乎为零。从项目规模和楼板价来看，中海

所拿地块建面在 30 万方以上的有 5 个，其中以苏州中海国际社区为例，项目建

面为 80.79 万方，2006 年仅以 0.07%的溢价率将其收入囊中，拿地楼面价为 1501

元/平，而项目后期（中海名门）在 2013年开盘销售价格高达 16660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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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快速开发、快速周转是中海操盘的一贯风格。为了做到快速周转，

中海地产在大盘操盘上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把握开发节奏和成本两个

方面。此外，中海在苏州发展了一批狼性团队，在每一次开盘都能带来较好的去

化率。2013 年，中海在苏州的中海独墅岛、中海 8 号公馆、中海凤凰熙岸 3 个

项目接连开盘，其中，中海独墅岛仅历经 25 日蓄客，创造开盘劲销 7.2 亿销售

额；中海 8号公馆拿地 6个月后开盘即销 8个亿，相隔 3个月后再次开盘热销 7

个亿；10月中海凤凰熙岸开盘 1000套房源快速去化。这足以说明中海团队在销

售上的执行能力较强。 

TOP10 房企之旭辉集团：后来居上，小股操盘助力高增长 

旭辉进驻苏州的时间晚于中海、万科、招商等龙头房企，但销售额再近两年

突飞猛进。旭辉于 2008 年正式入驻苏州，在苏州园区操盘旭辉芭堤兰湾后，又

接连进入吴中区、高新区和园区，用了近 8 年的时间旭辉在苏州布局了 13 个项

目。特别是从 2012年以来，旭辉加快在苏州布局，迎来快速发展期。加之 2015

年，苏州市场引来新热潮，旭辉在苏州全年的销售额接近 60 亿元，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 121%，销售排名从 13年的第 7名跃升至 2015年第 4名。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旭辉苏州总土地储备为 111.61 万平米，预计未来企业在苏州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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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另一波发展高峰。 

 

总结旭辉在苏州的发展模式主要如下： 

一是“小股操盘”输出品牌，扩大市场占有率。旭辉所采取的“小股操盘”

策略与万科如出一撤，以较低投入撬动整个项目运作，品牌输出博取高投资收益，

更是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最直接的方式。2015 年以来，旭辉在苏州获取的 3

宗地地块项目权益均在 50%以下，可见，企业对于总价较高的地块倾向于采取小

股操盘模式。其中，2015 年 7 月夺得的苏园土挂（2015）03 号地块（苏州月亮

湾项目），旭辉引入平安合作，企业操盘并拥有项目 40%权益，由于该项目占据

一线湖景资源，且周边配套成熟，升值前景明朗，入市价格预计可达 3 万元/平

米，企业仅以 4成投入，便可坐享高回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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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准确把握市场节奏，精准产品定位。2010 年楼市收紧调控以来，投资

需求一直是苏州调控的对象，反之，刚需是受保护的。因此，旭辉此前拿地后定

位刚需盘的策略顺应了市场调控政策。时至今日，政策利好改善，市场改善性需

求得到释放，旭辉也紧跟政策在苏州打造了首个高端产品系——旭辉铂悦府，并

在首次开盘时售罄。旭辉在操盘时准确把握市场节奏、精准产品定位是取得较好

销售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企业在营销上，一方面，高性价比产品赢口碑。旭辉集团主席这执行

董事林中表示：“产品和服务才是赢得市场和客户的关键。”旭辉在苏州的热销

与其产品竞争力的关系密不可分。无论是刚需产品还是高端产品，旭辉在产品上

注重品质细节，往往以高性价比产品赢得市场口碑；另一方面，“高周转”强势

营销。受企业业绩高速发展的需要，快周转是旭辉企业操盘的战略导向之一，因

此旭辉在营销上也比较强势，“开盘必热销”已成为其操盘效果特点之一。以最

新的苏州旭辉铂悦府为例，自“铂悦府”案名落定后，9月 3日，项目公开售楼

处，9 月底正式启动预约，10 月 6 日开放样板间，案场接待的客户达上千批次，

开盘仅 2周的时间，预约客户达 270组，日均 22 组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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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0 房企之碧桂园：蓄势待发，200 万方土储“一马当先” 

碧桂园 2014 年首次进入苏州。自 14 年 12 年拿下高新区苏地 2014-G-79 号

地块（通安碧桂园）后，2015年碧桂园在苏州大幅扩张共布下 12个项目，其中，

高新区、吴江有 2 个，太仓、张家港、常熟和昆山等地有 10 个，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碧桂园在苏州的总土地储备为 191.86 万方，已经超过中海、旭辉

在苏州的土储。碧桂园这匹“黑马”正蓄势待发！ 

 

碧桂园进入苏州时间并不久，单从拿地情况来看，基本没有高总价和高溢价

地块，相信这对于碧桂园来说不会产生过大的运作压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目

前碧桂园的项目多数位于主城区外的常熟、太仓、张家港等城市，但以碧桂园的

品牌影响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产品溢价，加上其快周转、高性价比产品定位、

全民营销等熟练的操盘方式，后期项目变现指日可待。这在碧桂园苏州首个项目

通安碧桂园有所体现，项目于 2015 年 6 月正式开盘，开盘半小时内去化 9 成。

未来，如果能精准掌握项目定位，产品做得有特色、品质好，或将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中，获得上海、苏州等地客户的认可。企业在苏州近 200万方的土储势必还

会带来不错的销售业绩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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