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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广州一手房卖了逾两千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刚刚

过去的元旦假期，在全国楼市普遍冷清

的情况下， 广州楼市却迎来了开门红。

据网易房产数据中心监测阳光家缘数

据，2019 年元旦假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广州一手楼网

签成交 2139 套、221933 平方米，同比分

别增长了 237.91%和 229.75%。 其中，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一天，广州一手房就

成交了 1790 套， 主角正是当天成交了

1454 套的增城。 外围五郊区依然是“带

货王”， 整个假期共计成交 1897 套，中

心六区则成交 242 套。

记者从阳光家缘获悉， 元旦期间，

广州全市一手楼网签量达 2139 套，五

郊区（增城、番禺、南沙、从化、花都）网

签量达 1897 套，超过成立总额的一半。

其中，增城以 1601 套高居销量榜首，而

排名第二的南沙仅售出 93 套， 落差明

显。 值得一提的是， 和 2018 年元旦一

样，增城再度夺得元旦的“销冠”，蝉联

榜首。据了解，2018 年元旦假期，增城一

手房的网签数量为 181 套； 而 2019 年

元旦一手房的网签数量达到 1601 套，

增长了近 8 倍。

相比之下，中心六区表现稍显“冷

静”。 元旦期间，中心六区的一手楼网签

量仅有 242 套， 同比下降了 6.56%。 不

过，黄埔以 127 套的数据位居榜单的亚

军，而越秀仅售出 3 套一手房。 其中，海

珠区表现亮眼，虽一手房网签量仅有 36

套，却同比增加了 20 套，增长了 125%。

从个盘来看，碧桂园云顶、金地香

山湖和广州亚运城分别拿下元旦期间

广州楼市销量榜单

的冠亚季军，分别售

出 472 套、108 套和

51 套。其余“抢手”的

项目，表现基本维持

在 20 ～30 多套的区

间。

金茂湾潮趣艺术节开幕

2018 年 12 月 30 日， 南沙 J·

LIFE 金茂时尚生活中心“深藏

BLUE” 金茂湾潮趣艺术节正式与

大家见面。 此次金茂湾潮趣艺术

节， 以国际克莱因蓝与白色搭配

作为主题色， 打造一个 BLUE 潮

趣街区及艺术盛典， 为大家提供

了一个元旦假期的好去处， 受到

广大家长和小朋友的关注。 现场

人潮涌动， 前来参与互动的来宾

络绎不绝。

此外， 主办方还特邀 《星光

大道》 周冠军肩上芭蕾表演者李

梦楠及龙云侠、 黑池拉丁舞冠军

到场表演， 让晚会气氛达到最高

峰。 在活动白天， 许多家庭都参

与了金茂湾潮趣艺术节， 在亲子

挑战赛和神秘彩蛋寻宝之旅中屡

获佳绩。

当天， 在南沙金茂 J·LIFE 这

个奇妙的欧陆风情潮趣街区， 遍

布了市民们的欢声笑语， 完美地

呼应了乐享品质生活的项目主题。

无论是品尝粤式早茶和烧烤聚会

的遇见餐吧， 还是有着最新鲜的

南沙涌蒸汽海河鲜， 抑或是南沙

唯一的奢侈品集合店品华国际、

小龙国际美食城、 1820 德国餐吧、

第五季健身俱乐部等优质商家，

处处门庭若市， 人气爆棚。

此次活动， 为到场的家庭创

造了一次亲子欢乐体验， 不仅有

潮流趣味的亲子挑战活动 ， 还

有充满欢乐与童趣的艺术晚会，

最重要的是， 为家长和小朋友

们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回忆 ， 培

养了亲子间的深厚感情。 南沙

J·LIFE， 将致力于为大家提供

极致的商业生活体验 ， 为大家

的休闲生活增加乐趣， 提供一

个吃喝玩乐购的好去处 。 南沙

J·LIFE 金茂时尚生活中心， 以

乐享品质生活为项目定位， 创

造一个体验式生活社区， 现正

面向特色餐饮、 儿童娱乐、 生活

配套三大业态招商中。

方圆集团2019品牌焕新发布会举行———

方圆发布全新六大产品系

日前， 方圆集团 2019 品牌焕新发布

会———“让中国人的生活更有归属”， 在

“东方美学” 与“东方文化” 的基础上，

用独有的一套“东方哲学”， 将现代的城

市喧嚣， 拉回到文雅千年的东方。 当天，

方圆发布全新六大产品系。

归属感生活拉开序幕

发布会的开始，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任

志宏朗诵了从方圆业主、 粉丝中收集的优

质家书，将方圆对『归属感』的理解呈现给

在场的每一位来宾。 方圆集团董事、总裁徐

珺

表示，方圆将从最初的“东方美学”、“东方

文化”的道路上逐渐向“东方归属”靠拢，未

来要从“现代东方建筑与生活的研发商”向

“现代东方生活服务商”转型。

方圆对这种“归属感” 的价值实现，

将通过创新优化组织架构， 构建 8 大场景

服务体系， 开启以“东方归属” 为主轴的

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正是出于

这种考量， 方圆集团邀请到著名舞蹈演员

李德戈景， 献上来自东方草原的舞蹈。 不

仅如此， “中国民居建筑大师”、 “丽江

保护第一人” ———朱良文老先生也亲临发

布会现场， 讲述东方归属文化， 让更多人

读懂东方哲学。

方圆发布全新六大产品系

方圆设计公司总经理许桂芳分享了自

己多年来的筑家理念。 她说， 方圆从来都

不会拘于一般的表象， 21 年的漫长研究，

方圆产品在“庭院聚落” 设计下， 形成了

以前、 中、 侧院不同层次的建筑空间。 同

时， 产品回归传统社区的邻里关系， 把

“起、 承、 转、 合” 的理念贯穿于“街、

巷， 院” 的空间规划结构。 社区不再是冷

冰冰的车来车往， 而是共生的天地。

对此， 方圆不忘初心， 通过东方文化

中“和”、 “合” 的智慧凝练， 打造全新 6

大产品系， 让人们对于“归属感” 的渴望

得到实现。 而“和合” 理念， 也正是方圆

多年来对于东方文化的精研解构。 “和合”

理念是一种积极向上、 向阳而生的生活态

度， 是促使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实

现人与环境和谐温暖共处的方法， 是从内

心出发， 由内及外的对美好生活成功践行

的智慧之道。 方圆的“和合” 理念， 是每

个人对于自我内心的审视， 是专属于每个

东方人的“东方智慧”。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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