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西地产荣誉榜”连续成功举办
两届，已经成为海西区域最具权威性和
影响力的年度盛事，是海西楼市年度最
高荣誉。今年，主办方不仅邀请到全国
30多家主流媒体房地产主编担任媒体
评委，更与福州日报联手打造。福厦联
手，进一步扩大了“海西地产荣誉榜”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与此同时，主办方还
引进拥有中国房地产最大最全信息数
据库的易居·克而瑞作为评测机构，令
荣誉榜的含金量更胜一筹。

此次海西地产荣誉榜的评选，共
设置了“2013年度海西房地产领军企
业”、“2013 年度海西房地产典范楼
盘”、“2013 年度海西房地产风云人

物”等七大重量级奖项。历经近两个
月的激烈评选，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
于今年1月9日通过《厦门日报》揭晓，
七大奖项奏响楼市最强音。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本次颁奖盛
典的重头戏，由爱尔兰国际舞蹈团带
来的《舞之韵》踢踏舞预演也获得了巨
大成功，清脆的踢踏声、活泼欢快的舞
步、流畅的舞蹈动作……将现场的气
氛一再推向高潮。一位业内人士说：

“颁奖盛典在国际会议中心，踢踏舞表
演又是国际级的，观礼的嘉宾更是来
自五湖四海，海西地产荣誉榜已经不
再是‘海西’的概念了，正在走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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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辉（特房集团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

荣誉榜海西最权威
海西地产荣誉榜是海西地

区最权威的年度房地产奖项。特
房集团继2012年后，再次荣登海
西最高领奖台，成为“2013海西地
产荣誉榜领军企业”，不仅如此，
特房集团岛内在售的两个楼盘
——特房·山水杰座和特房筼筜·
温莎公馆同时上榜，荣膺“海西房
地产典范楼盘”，这既说明了广大
市民和购房者对特房集团和项目
的肯定与鼓励，同时也展示了特
房集团在海西地区的影响力和城
市运营商的魅力。2014年，特房
集团将继续坚持“责任让生活更
美好”的核心理念，为购房者打造
好每一个项目。

李玫(中骏置业品牌客服部
总监）:

“海西军团”分量重
2013 海西地产荣誉榜已经

落幕，中骏作为本土房企的重要
一员，也参与了此次盛会，收获
颇多。海西地产荣誉榜已连续
举办两届，已经成为盘点年度地
产的品牌盛事。“海西军团”已经
成为全国楼市的重要力量，荣誉
榜的评选也是一个难得的平台，
品牌企业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做
更多的思想碰撞，经验交流，为
企业发展指点迷津。期待 2014
海西地产荣誉榜更上一层楼。

陈兴才(鑫塔·水尚营销总
监):

荣誉榜阵容豪华
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由福

建地区两大主流大报厦门日报
和福州日报联合推出，全国30家
主流媒体也到场参与，这样的阵
容在海西地产界堪称“豪华”，奖
项的含金量得到保证。海西地
产荣誉榜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引
进多元化的评选力量，把荣誉榜
办成海西乃至全国业界的盛会。

江璐(福州中铁二局地产策
划部经理):

厦门之行心怀感恩
这些年得益于楼市的快速

稳定发展，作为新进入海西片区
的责任央企，我们获得了海西人
民的普遍认可与赞许。能够参
与海西人居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我们无比荣幸。能够通过这一
年的销售数据获得“2013海西地
产荣誉榜”的认可，我们心怀感
恩。在此次厦门之行中，我们与
闽商名企交流从业经验，与楼市
资深专家学者交流新一年的楼
市发展，获益良多。我们将继续
发挥世界500强的典范作用，为
海西建设添砖加瓦。

文字整理/黄汉彬 黄博文

林中（全国房地产商会
联盟副主席、旭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型房企
将“称雄”一线城市

文/本报记者 黄汉彬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副

主席、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中重点阐述了
去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
苗头，如高收入人群放弃
房产转投金融产品，刚需已
接近透支等等，这将对今年

的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在他看来，2013年房企间的

兼并和收购案例并不多，但今明两年会明显
增多，未来大型房企在一线城市的市场占有
率将达到 50%以上。今年是房企转型发力
至关重要的一年，未来几年将是房企“马拉
松”长跑的最后冲刺阶段，之后行业格局将
基本定型，小型房企将难有机会再突破。

新形势下，房企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房企已经彻底告别“高利润时代”、“投资时
代”、“跑马圈地时代”，但整个行业仍然处于
上升阶段，楼市泡沫的破裂短期内不会出
现，但供需不紧张的城市将会提前出现波
动。2014 年，存量房去化周期超过 15 个月
的城市，房价可能会下降。

陈晟(中国房地产数据
研究院执行院长):

我国楼市
将增长十年以上

文/本报记者 魏岭
面对汹涌而来的城镇化大潮，十八届

三中全会后，房企的战略选择成为业内外关
注的焦点。在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

院执行院长陈晟看来，当前开
发商对我国城镇化研究最重
要的是“该去哪”。他提醒，
如今的楼市区域发展分化
明显，既有上升势头明显
的一线城市，也有连续下跌
20 个月的温州以及已经崩

盘的鄂尔多斯和营口等地。
按照他的预测，未来我国

楼市将保持至少十年的增长，每年
实现9亿-10亿平方米的销售量并非难事。
但他同时提醒，城镇化的主战场一定是三四
线城市和就地城镇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和产业的导入，部分一线城市的部分地区还
有可能实现区域价值的大幅跳升，这也是房
企的机会。”

那么，怎样拿到更便宜的土地呢？陈
晟指出，开发商可以利用产业依托和政策红
利实现“跨业”拿地，“依靠一产的现代农业
产业，二产的低空航行产业、大学园区产业、
物流产业、产业园区，以及三产的旅游、度
假、养老、养生、养性产业跟地产进行匹配可
以拿到便宜的土地。”同时这样也有利于形
成一个“一鱼三吃”的模式，即实现产业资本
投资、土地溢价、自身产品开发三方面同时
盈利，“产业做长线，房地产做短线。拿到土
地的价格可比招拍挂便宜50%左右。”

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11日颁奖

荣耀加冕七项大奖彰显典范价值

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榜单

2013年度海西房地产风云人物
禹洲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林龙安
福建五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康忠民
阳光城集团副总裁 张海洺

2013年度海西房地产领军企业
北京鑫塔集团
福建五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贸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厦门)有限公司
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世茂集团
泰禾集团
厦门海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乐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龙湖地产
厦门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厦门市中铁源昌置业有限公司
厦门新景地集团有限公司
禹洲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地产
中航地产
中骏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保利（福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时代华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世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郭氏集团·三迪地产
海晟地产
金辉地产
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荣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地产
世纪金源（福建）集团

2013年度海西房地产典范楼盘
保利&招商·海上五月花
海投·天源
华润·橡树湾
建发·中央湾区
金都·海尚国际
龙湖·嘉誉
世茂湖滨首府
特房·山水杰座
万科广场
五缘印象
新景国际外滩（三期）
鑫塔·水尚
禹洲·中央海岸
筼筜·温莎公馆
中航城·国际社区
住宅·莲花新城
水晶湖郡
保利·西江林语
保利·香槟国际
贵安新天地
国航远洋·蓝波湾
海晟·闽江印象
罗源湾滨海新城
融侨锦江·悦府
融信·白宫
融信·澜郡
世茂上游墅
世欧王庄
阳光城·丽兹公馆
阳光凡尔赛宫
永亨·海港城
正荣·财富中心
中庚·香江万里
中国贵谷
中铁城

2013年度海西十大至尊豪宅
建发·央座
璟湾二十八玺
禹洲·尊海御墅
招商·卡达凯斯
中骏·天誉
中铁·元湾
百督府
建发·国宾府
金辉·淮安半岛
融侨·观山府

2013年度海西最具增值潜力楼盘
国贸新天地
地国贸金沙湾
国贸商城

2013年度海西最具投资价值楼盘
三迪联邦中心

2013年度海西地产金牌操盘手（团队）
世欧地产董事长 林晓彤
厦门万特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沈里平
泰禾集团厦门区域公司营销总监 尤进平
中航富铭（厦门）置业营销部经理 黄立
禹洲地产营销及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 张洪侠
大恒策划机构 总经理 陈朝晖
阳光城集团营销副总经理 陈友锦
厦门鑫塔·水尚营销团队
国贸地产厦门公司营销团队
东区开发莲花新城营销团队
中铁·元湾营销团队

福厦漳泉等地的30多个企
业、近50个楼盘等获得“领
军企业”、“典范楼盘”等五
大奖项，成就年度市场强者
和行业典范

两位专家纵论楼市发展趋势，
爱尔兰国际舞蹈团现场进行
《舞之韵》踢踏舞预演，精彩内
容、国际级表演受到与会嘉宾
热烈欢迎

由中国主流媒体房地产宣传联盟、厦
门日报和福州日报联手打造，引入拥
有最大最全信息数据库的易居·克而
瑞作为评测机构，全面提升海西区域
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文/本报记者 孙玉玉
11日晚，由中国主流媒体房地产

宣传联盟和厦门日报社、福州日报社共
同打造的“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颁奖
盛典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音乐厅隆重
举行。“领军企业”、“典范楼盘”、“至尊
豪宅”、“风云人物”、“金牌操盘手（团
队）”等七项大奖一一颁出，来自福厦漳
泉等地的30多个企业、近50个楼盘荣

登海西楼市年度最高领奖台。
典礼现场还特邀中国房地产数据

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和全国房地产商
会联盟副主席、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中为大家分析今年房地产市
场的发展形势和房地产企业的战略选
择。而由爱尔兰国际舞蹈团带来的《舞
之韵》踢踏舞预演更是获得现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

作为海西地产界最高荣誉的海西
地产荣誉榜，其评选以公开、公正、公
平和兼顾专业性与民意性受到广大读
者和企业的拥戴。纵观本次海西地产
荣誉榜的上榜名单，基本上涵盖了
2013年最为活跃、表现优秀的福厦漳
泉等地的房企和楼盘，可以说海西地
产“第一榜”实至名归。

此次获奖的企业包括建发房产、
国贸地产、海投房产、住宅集团、禹洲地
产等厦门本地房企，也有万科地产、保
利地产、中航地产、华润地产等全国性
地产大腕，还有泰禾集团、阳光城集团、
融信集团这样的实现福厦等地“跨界”

发展的实力房企，更有融侨集团、福晟
集团、世欧地产等在福州发展得十分可
圈可点的著名企业。而获奖楼盘更是
涵盖了 2013年销售排行榜前列的建
发·中央湾区、中航城·国际社区、禹洲·
中央海岸、世茂·湖滨首府等热销楼盘。

此外，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还重
点表彰了禹洲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林龙安、福建五华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康忠民、阳光城集团副总裁
张海洺等海西房地产风云人物，以及
万特福房地产营销总监沈里平、禹洲
地产营销及品牌管理部副总经理张洪
侠等海西地产金牌操盘手。

高规格颁奖典礼 精彩节目有国际范儿

海西地产“第一榜” 30多家企业登台领奖

声音

内容
丰富

评选
权威

行业
典范

爱尔兰国际舞蹈团的爱尔兰国际舞蹈团的《《舞之韵舞之韵》》踢踏舞表演踢踏舞表演。。

台下的观众很认真台下的观众很认真。。

20132013海西地产荣誉榜颁奖典海西地产荣誉榜颁奖典
礼礼。（。（本版图本版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凡姚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