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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迈入新阶段 世茂提速助力城市更新
本报记者 卢志坤 童海华 北京报道

今年以来， 关于粤港澳大湾
区规划出台的消息接连扰动资本
市场， 中国湾区经济发展新时代
呼之欲出。
近日， 政策层面消息透露，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

上青云。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者。 如今，世茂已在深圳核心区域

的即将出炉， 其城市群的发展从
战略规划进入全速落实阶段，市

落定三大项目， 以一座座地标显
著驱动着城市面貌和商务形态的

场容量有望进一步提升， 房企迎

蜕变。

来新一轮发展机会。

一面是加速疾行的粤港澳大

无论是本地房企还是外来房
企， 都看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
机，纷纷布局。

湾区，一面是把“成就城市梦想”
写入企业使命并迈入快速增长周
期的世茂，当两者相遇，粤港澳大

经按程序报批,审批通过后将正式

其中， 一直以来与港澳紧密

湾区建设将在世茂的发展历程中

公布， 让外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

联系并在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中素
有诸多成果的世茂集团就是投身

成为怎样的契机？ 世茂又将为粤
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坚定践行

扮演怎样的角色？

实质性推进抱以更大期待。
政策春风吹湾区， 房企借力
本报资料室 / 图

粤港澳大湾区进程提速 发展规划呼之欲出

世界级湾区将诞生 世茂抓住“与城市共生长”新契机

部分人士预测，今年或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里程碑式的年份。
2017 年 3 月，“粤港澳大湾区

界普遍关注的是，在“一国两制”、

城市群”建设首次被提及并上升为
国家战略性规划，由此迎来时代新
机遇。

三个独立关税区的背景下，如何推
动粤港澳城市之间的协同效率。

的最新说法取代，并首次与京津冀
区域一体化、 长江经济带并列，成
为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
之一。

的创新，畅通资本、人才等要素在粤
港澳之间的流动。 当前，香港是全
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
中心，澳门是国际化的城市，珠三角

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GDP 规模上均具有
较大优势，人均 GDP、产业机构、创新实力等处于追赶过程中。
在国家战略政策的支持下，粤
港澳大湾区构建世界级湾区已备
受瞩目。 而世茂凭借其前瞻性的布

模上均具有较大优势，人均 GDP、
产业机构、创新实力等处于追赶过
程中，有较大提升空间，完全有能

局，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回顾世茂华南的发展路径，

力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湾区城市群。
数据显示， 全球经济总量中的

自 2010 年入驻广州打造亚运城、
汇金中心两个代表作， 开启华南
布局，如今已在深圳、香港、佛山
均可见其优质项目。
世茂方面表示， 除了现有项

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
地。 目前国际一流湾区有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2016 年纽约
湾区面积 2.15 万平方公里， 人口
2340 万，GDP 达 1.4 万亿美元。 旧金

目外， 世茂华南一方面将继续在

山湾区面积 1.79 万平方公里， 人口

三塔落定深圳 世茂再筑商务地标助力城市更新

深广佛三地通过公开市场、 旧改
和合作等多种途径获取土地；另

760 万，GDP 达 0.8 万亿美元。 东京
湾区面积 3.68 万平方公里， 人口

2017 年，世茂再次发力，预计为龙岗大运城打造规划约 600 米的城市综合体，有望超过当下的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

一方面，将拓展东莞、惠州、珠海、
中山等周边城市， 形成以广深为

4383 万，GDP 达 1.8 万亿美元。
而粤港澳大湾区也堪称经济

近期，有关部门指出，出台实

之后，《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

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
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是重
要方向。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17 年，
粤港澳大湾区更多是宏观层面、框
架性层面的酝酿和明确；而 2018 年

地区则是制造业重镇和新兴的科技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在香港签
署，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
实施“一地两检”合作安排获批，港
珠澳大桥通车在即……南中国迎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连续第
二次在备受瞩目的场合获得提及。

随着规划文件的出台实施，将有一
批落地项目推进。 部分人士预测，

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
市均在机制体制创新方面努力。 截

来“粤港澳大湾区”元年，“粤港澳
大湾区”被列入 2018 年重点工作。
如今，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
设正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业

2017 年提及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发展规划”， 在今年升级为内涵
更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研究编制”也被“出台实施”

今年或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里程碑式的年份。
外界期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实质性开启之后，能通过机制体制

止到目前，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
市已全部提出其在粤港澳大湾区
的城市定位，以及与港澳合作的具
体策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落地，

创新阵地，三地依然有产业互补、合
作互利的基础。

澳大湾区核心位置， 打造 300 米高

的城市综合体，有望超过当下的深

入大湾区创新“智带”“广深科技创

湾区经济有望进一步融合发展，而湾

的世茂前海中心。

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

新走廊”深圳段引擎——
—坪山，将以

核心的城市旗舰群。
29 年来，世茂在全国 50 多个

“桥 头 堡 ”。 2016 年 经 济 总 量 为
1.34 万亿美元， 位居四大湾区第

区的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迫在眉睫。
为此，一个政企协同协作、各自发挥

这座寓意深港融合的 45 度双
扭转的前海之巅，楼体核心筒已于

据悉，该项目将建设成为集深港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深港青年合作创

约 300 米项目更新坪山建筑高度。
世茂将助力坪山支撑起“广深

城市开发了 220 余个优质项目，尤
其是持续打造的十几个城市地标

三，拥有人口近 6000 万,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 且在科技创新方面，

优势的联动机制是成功的关键。这其
中，政府规划引导，企业创新实践，而

2017 年 12 月 29 日成功封顶，并为
企业营造一个迎接风口的独特商

业中心、超五星级酒店、公寓等于一
体的综合开发运营项目。项目将进一

科技创新走廊”东部创新中心与商
务中心，升级坪山的创新集聚能力，

世茂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参与、勇于创
新实践的城市建设主力军。

务平台， 打造前海区域商务标杆。
而且，世茂前海中心不仅是目前前

步发挥大运新城创新共享中心的功
能，提升东部地区发展能级，辐射并

“产城融合”的
这也是世茂参与深圳
再度献力。

中心，突显着世茂在引领城市面貌
升级，整合国内国际资源、服务城
市产业升级、塑造城市商务标杆方
面的诸多成果及深厚的能力底蕴。

2012 年 ~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
发明专利数量增长 213.6%， 已超
越旧金山湾区，并聚集了华为、腾
讯、中兴、万科、格力等领军企业。

目前，世茂已在深圳落定三大
项目：约 300 米的世茂前海中心、约

海可售第一高楼，同时也是世茂响
应“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参与深圳

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增强公共服务能
力，有望成为大运新城、龙岗乃至深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加速
度，世茂华南乘势三塔落定深圳，已

600 米的世茂龙岗大运项目、约 300
米的坪山 CBD，定义深圳未来城市

“
产城融合”的首次贡献。
2017 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

圳东部的新地标；同时，强化粤港澳
协同合作，构建合作支点，拓展粤港

完成在深圳前海中心、东部中心、坪
山中心三大区域的布局，提升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这一重大战
略规划，不仅能成为正大力布局华
南的世茂所迎来的一次加速发展

为世界最大湾区之一，而随着华南
版图不断扩张，积极响应“粤港澳

天际线。
早在 2013 年， 世茂就以 24.33
亿元摘得前海商办地块，布局粤港

度、深圳东进战略实施之际，世茂
再次发力， 进入深圳东部中心，预
计为龙岗大运城打造规划约 600 米

澳大湾区经济腹地、辐射粤东北。
今年，世茂再次响应
“
粤港澳大
湾区”战略，以前瞻性战略眼光，进

服务能力和商务集聚能力，助力城
市更新，这是世茂发展的历史机遇，
也是兑现企业价值的样本。

契机，也要求世茂在其中为城市不
断赋能。
实际上, 与世界三大湾区相
比，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GDP 规

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搭乘品牌多
元发展的优势，再掀湾区城市发展
新篇章，也是历史赋予世茂的契机
和使命。

业内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将成

中型房企突围样本：“黑马”新力“排兵布阵”大湾区
本报记者 杨玲玲 上海报道

房企规模之争愈演愈烈。 中国指
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 年共有 16
家房地产企业跻身千亿俱乐部，144
家企业销售业绩过百亿，其中，起家于
江西南昌的“
黑马”——
—新力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力地产”），无疑
是实现规模
“
弯道超车”的典型房企。

2017 年，新力地产将总部迁址
上海， 并以超过 400 亿元的销售额
跻身全国房企 50 强， 从 2010 年起
步到现在， 新力地产已布局 15 城、
84 个项目。 更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被
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新力地产
看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频
频落子，布局有道。

抢滩粤港澳大湾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相较于诸多老牌房企而言，新

的城市，重仓之心可见一斑。

全国精准布局 解读公司“
快攻”秘诀
回溯新力地产的发展史，2010

基础。 自 2016 年以来，新力迎来了

长 376.92% ，2017 年 新 增 11 个 扩

“
高品质”呢？ 新力的秘诀在于“产

年 诞 生 于 江 西 南 昌 ，2010 年 到
2013 年，公司集全部力量打造新力

超速增长阶段。2016 年新力销售目
标为 110 亿元， 实际完成 161 亿

张城市。
回顾其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从

品线标准化”。 据介绍，新力内部
专门成立了产品研发部门， 做产

帝泊湾项目， 塑造当地品质标杆，
赢得市场口碑。2013 年到 2014 年，

元，超额完成 45%。
同时，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

2010 年起步，新力经历了多年储备
和蛰伏， 直至 2015 年才出现爆发

品的研发和标准化工作。 目前，新
力地产已形成“湾”“园”“悦”三大

通过首个住宅项目的成功，实现 8
盘联动，巩固了市场地位。
而自 2015 年开始， 新力进入

布的 2017 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百
亿企业排行榜， 新力地产以超过
400 亿元销售额，423 万平方米销

式增长。 作为民营中小房企，在资
金实力并不雄厚、融资渠道较为单
一的情况下， 如何谋求快速发展，

住宅产品线，并开发出“迷你型商
业综合体”“区域商业购物中心”
“城市级大型购物中心”“精品公

转型储备期，大力进行资金、土地、
人才储备， 进行产品升级与创新，
精细内控，为实现爆发式增长奠定

售面积，位列第 42 位。2017 年度销
售业绩同比增长 185.63%。 同时数
据显示，2017 年项目开发年环比增

做大规模？ 对此，新力给出答案是：
快周转。
而“快周转”的同时，如何兼顾

寓”和“超甲级写字楼”五大商业
产品线。
如何平衡规模、利润以及风险
之间的关系更是门技术活。 高速奔
跑中的新力， 并非一味追求规模扩
张， 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把握
“
量价利”的平衡，追求
“
有质量的增
长”。“
新力不会生硬的进入一线城
市，简单粗暴的楼板价 PK，短期不
会这样干， 新力对于风险控制很是
看重，这是我们新力的拿地逻辑。 ”
新力地产客户价值中心总经理薛金

力地产无疑是后起之秀。 然而其发
展态势， 以及在战略布局上的独到
眼光不容小觑。
据介绍，当前新力围绕 4 个区域
深耕拿地，分别是以南昌为中心的中

与此同时， 据了解，2017 年 5
月成立的广州新力， 目前已经在广
州、清远、肇庆三地获取 6 块储备用
地。其中，新力地产在广州首盘落子
花都，取名“
新力琥珀园”，有望在今

部区域、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区
域、 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以
及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区域，还会针
对海南、 广西等地区做机会性拿地。
新力内部对此简称 4+X 城市布局。
记者了解到， 新力每到一个城
市，便以一个项目快速落地为契机，深
挖资源，短期内形成链式倍增，完成布
局和深耕。而进驻珠三角的首站，新力
选择在毗邻香港、深圳的惠州。
2016 年 8 月， 新力地产惠州城
市公司成立，同年 8 月 15 日，惠州公

年 6 月份开放城市展厅。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对此置评称：“积极把握市场
机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企业实
现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
企业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 也是继
续深耕华南市场的重要表现。 ”
“湾区经济”作为国际经济版图
的突出亮点， 已成为推动我国乃至
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司斩获第一宗土地，该地块此后打造
成
“
惠州新力琥珀园”；9 月 27 日，惠
州新力东园项目落地；10 月 31 日，
惠州帝泊湾项目确定。短短 4 个月时
间，新力在惠州就收获 6 宗土地。
2017 年 3 月，在全国两会上，粤
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

时指出， 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
互利合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粤
港澳大湾区” 也成为代表委员热议
的高频词汇。据报道，就更好更快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 代表委员们提出
了决策共商、产业共建、文化共生、

根据介绍，新力成立初期即视
产品品质为生命，提出“建筑城市
美学”的品牌理念，用建筑致敬城
市发展。 此外，新力地产以相对标

载的全能生活平台。 整合商业设
施、居家服务、教育养老等资源配
套，满足老、中、少三代人的全方
位需求。

告。 此后，《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粤港澳
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打

人才共融等一系列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已经站上
新的历史起点。分析人士预测，经过

准化的产品打造策略，提升产品市
场需求度，在保持产品统一性以支
持快速复制的同时，又不失去区域

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乘着政策东风，2017 年新力在

2017 年的酝酿，预计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的出台实施， 粤港澳

惠州单城市陆续获得 15 宗土地。截
至目前，新力已在惠州布局 22 个项
目，是仅次于南昌大本营 32 个项目

大湾区将在 2018 年迎来一批实质
性的项目落地。 这对于新力在珠三
角的布局也将带来重大利好。

特色。
随着公司不断壮大， 新力还
适时提出了“创见幸福无限”升华
品牌高度， 从为客户创造价值出
发， 一步步打造以幸福社区为承

江此前在媒体采访中介绍道。
新力在落子城市的选择方面，
安全系数高的地方是首选。 对于市
场过热、购买需求透支的三四线城
市，新力将持谨慎态度，现金为王
仍是这家企业的主旋律。 按照规
划，预计三年左右的时间，新力将
闯入千亿俱乐部。

品质即生命 多产业协同并进
业务开发，新力集团还打造了涵盖
物业、商业、超市、教育等产业在内
的多元化业务战略版图，集团旗下
的“新力物业”“有家实业”“新力商

近年来， 房地产行业跨过野
蛮生长时期，进入“白银时代”，开
发企业的生长模式和开发思路也

日常维护、 物业服务、 社区生活
等，针对客户“购房、收房、居住”
全过程，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解决
方案。
数据 显 示 ，2017 年 ， 新 力 的
客 户 满 意 度 ， 从 2016 年 的
74.3% ， 提 升 到 了 82% ； 维 修 满 意

亟待转变， 需从建造居住场所向
提供生活方式转型。 新力地产洞
察到这一趋势，以“360°悦服务”

度 从 2016 年 的 67% ， 提 升 到 了
81%， 物业服务满意度从 2016 年
的 75%，提升到了 91.5%，均已达

产进入“下半场”后，企业在规模和
利润方面都面临挑战。 不少企业已

体系作为服务战略，从售前咨询、
工程质量管控、 交房验收到售后

到行业领先水平。
此外，记者了解到，除了地产

业”等产业目前均已具备一定的发
展基础和规模。
市场分析人士对此提出，房地

经在探索转型方向，多元化是不错
的尝试，这对增加企业盈利点有积
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