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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2 月房企百强销售榜和操盘榜来

看，碧桂园、万科、融创、保利发展、中海等头

部企业依旧表现亮眼，位列榜单前茅。具体来

看，2 月行业百强房企仅实现销售操盘金额

4015.8 亿元， 环比 1 月降低 23.5%。 具体来

看，受春节期间影响，短期内市场下行压力仍

然较大，三四月份市场能否回暖尚有待观望。

企业融资层面， 历年来房企年初的融资

规模一般相对较高， 但目前大部分房企的融

资仍然受限，2022 年 1-2 月行业典型房企的

发债并没有迎来明显改观。同时，从今年以来

的房企融资结构来看， 当前新发债企业仍以

国资队为主、辅以少部分优秀的民营房企，国

企央企的发债总量占到近 5 成。 从债务到期

情况来看，2022 年房企的到期债券主要集中

在上半年，3、4、6 月份的到期量均超过 600

亿元，超 2022 年月均到期水平。

从行业政策层面来看，2022 年以来暖风

频吹， 除了全国性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规范

化调整之外，还有涉及并购贷款不计入“三道

红线”，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管理。 短期内行业政策调控的主基

调不会改变， 房地产市场依旧面临较大的下

行压力， 行业整体销售规模仍将保持稳中有

降的态势。 此外， 多城房地产市场政策 “暖

风”频频，放松公积金贷款、降低首付比例等

等举措， 都为房地产市场打造了一个相对宽

松的环境， 其传递的稳定市场的信号也不言

而喻。

CRIC数据监测显示，整个 2 月上海商品

住宅供应面积为 22.95 万平放米； 成交金额

为 454.28 亿元， 同比上涨 24.48%。 具体来

看，2022 年 1-2 月 TOP50 房企权益销售总

金额约 964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8.97%。

其中，融创、龙光、宝华等位居上海房企销售

榜前茅。

聚焦上海楼市， 年初保持着比较稳定的

状态，就春节小长假期间的成交金额来看，较

去年同时间段上涨 717%。 细究其中缘由，除

了因为六批次集中开盘迎来一波供应激增

外， 政府对楼市大环境把控的放松也是成交

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放宽了对高端

项目的限制，减少了其网签阻力。不少房企均

因为成交得到兑现，业绩实现了明显增速，在

榜单上实现梯队间跨越，譬如龙光和宝华。与

此同时， 存量成交的兑现也加快了房企资金

回流，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各家房企健康稳定

的发展。

具体来看，“集中供应”、“房地联动价”

等规则的改变，提升了房价的透明程度。 去年

的组合拳，也给各家房企敲响警钟。 为保证自

身能够维持良性循环， 开发商推盘的意愿强

烈。 从去年年底至今， 市场整体活跃程度偏

高，供求旺盛，且从 2 月份亮相的 2022 年首

批供应项目的认筹情况来看， 购房者热情高

涨， 尤其是内、 中环等稀缺地块的项目以及

“网红” 盘， 认筹场面均呈现人头攒动的盛

景。待这些项目在 3 月中旬入市，楼市热度将

迎来新的峰值，“小阳春”不会失约。 对房企

而言， 此类项目势必也能为各家房企冲刺一

季度的业绩助力不少。 无独有偶， 楼市的

“热” 不单单集中在项目成交方面。 近日，

2022 年第一批集中供应地块正式挂牌，共有

40 宗含宅地， 总出让面积达 210.51 万平放

米。 据悉，各家房企均积极参与研判，为后期

的货值储备奠定基础。 除此之外，土拍规则再

次调整， 也对房企自身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首批供应亮相 楼市小阳春初显
孙 鑫

日前，克而瑞发布 1-2 月中

国百强房企销售榜单， 从榜单中

可见，2 月百强房企销售同环比

双降。 而在同期发布的 1-2 月上

海房企权益销售金额排行榜可

见， 受集中供应和春节假期等因

素影响， 总体来看，2022 年 1-2

月（数据截至 2 月 26 日）上海商

品住宅仍然维持较高的水准，成

交金额达 1253.81 亿元， 同比去

年同时间段上涨 3.5%。 期间房企

表现依旧可圈可点， 为虎年楼市

小阳春做好铺垫。

区域协同发展近年始终是两会关注焦

点，作为国家级战略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断

升级，而今年两会工作报告中，诸多亮点与房

地产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一太平戴维斯

表示，成熟一体化地区将不断推进试点，扩大

合作范围并提升一体化水平， 同时生产可复

制借鉴的经验； 各地区域一体化实践则结合

区位优势，多元定位发展。 根据“十四五”规

划及 2035 远景目标纲要，长三角地级及以上

城市将实现高铁全覆盖， 上海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工作将持续推进， 上海自贸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开放型经济集聚功能将进一步深

化，同时联动沪苏浙皖自贸试验区发展。

扩内需，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复苏也是“稳

增长”的重要抓手。 疫情反复为旅游、餐饮等

行业的复苏进度带来不确定性， 但政策已开

始愈发强调不得过度防疫， 稳定居民消费意

愿。 预计仍将有利好消费市场的政策出台，为

整体消费带来增速改善。 自去年 9 月起，国务

院选定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率先开展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各城也纷纷出台如首店

首入品牌补贴、夜间经济、购物券发放等一系

列促消费政策， 吸引更多优质品牌入驻与消

费者的关注。 同时，城市也需着力挖掘自身人

文历史资源，为消费市场注入文化活力。

此外，“旧改”与“住房”一直是工作报

告中关注的重点。 中国城市更新已步入“微

更新”时代，在兼顾城市文脉和居民基本生

活需求外， 开始关注城市更高层次的人居环

境与未来发展方向，提升空间的环境品质，支

撑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营造知识经济引领、人

才集聚的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城市。

“双碳” 议题依旧是今年两会各省市代表重

点讨论的关键，去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了“碳达峰十大

行动”， 今年的政府报告中也再度强调从能

源转型、严控排放、低碳技术研发等方面落实

行动。 回到房地产市场，“双碳” 将建设、运

营、投资等领域进一步驱动行业向更绿色、可

持续发展。

绿色建筑方面，新建建筑必将产生大量的

二氧化碳排放，因此在新建项目规划期就需要

开始对碳排进行控制， 通过明确区域规划，确

定具体项目、单元功能，才能合理分配建筑能

源结构、应用环保建材与技术。 而对既有建筑

改造来说，应考虑到建筑外形、改造形式、能耗

需求、建筑使用目的以及是否为保护建筑等限

制因素，需采用“一幢一策” 的改造策略。

从可持续运营来看， 建筑可持续运营与

数字化、智能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数

字化对碳排放计量精准监控， 再借助被动式

技术、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近零能耗

建筑技术等手段降低能源需求侧碳排放, 实

现建筑主动“ 减排” 是建筑部门“ 碳达峰

碳中和” 进程的主要路径。

中国城市可持续运营迎新机遇

天汇世纪玺位于内环内、静安中心、

苏州河中心段， 同频全球中央活力区

（CAZ）， 可享受 1.5 公里星级生活圈，

融信、招商、保利 3 大房企打造的超低内

耗住宅。 据了解， 天汇世纪玺以保利

「天」字系、招商「玺」系、融信「世纪」

系三大高端产品线， 为世界静安合著人

居封面作品。 其中，建筑面积约 89-131

平方米 2-3 房现代高层、 建筑面积约

166 平方米联排别墅。 项目选用四玻两

腔降噪玻璃，以住宅 well v2 金级预认

证 +「超低能耗住宅」设计，呈现健康舒

适的静谧生活。 全上海仅有 1 个项目是

WELL v2 认证,其中 WELL 声环境旨

在通过识别和调节建筑环境中的声环境

参数，如采用墙体和门的隔声设计、提供

声掩蔽系统、选择穿孔共振吸声材料，呈

现健康静谧的人居住所。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最后一块大规模

整体开发的城市更新区域， 在 2035 规

划中，以 28.3 个新天地体量，约 30 万平

方米（占地面积）绿地 + 约 55 万平方

米（占地面积）+9 处历史风貌街坊 +27

万平方米历史建筑打造为一个集公园绿

地、高端商业、地标建筑、总部办公、历史

建筑、品质住宅为一体的高品质街区；在

苏河中心段 “黄金一公里”上，1000 亿

苏河湾超级经济载体，18 家跨国地区总

部，17 幢单体税收超 1 亿的楼宇；文化、

科技、金融、法律企业万象聚集 170 万

方“一江一河”核心资产。

内环内低能耗住宅

天汇世纪玺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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