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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楼市
聚焦

2018 年上半年已宣告谢幕，这半
年，遂宁楼市成交攀升，各大开发商纷
纷使出浑身解数，比创意、比影响，花样
百出，各类营销事件可谓“风生水起”。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开发商来说，
营销是否成功是楼盘卖得好与坏的关
键。现在遂宁市场，品质楼盘层出不
穷，市民的选择多种多样，如何打好

“营销牌”是开发商胜利的关键。营销
不仅为房企迅速集聚了市场关注，营销
手段的推陈出新，也增加了楼市的看
点，让购房者有更深刻的体验，也在不
经意间推动着楼市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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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年遂宁楼市半年盘点——营销篇

花样营销 推动楼市多元化发展

房产发展进入创新时代

日前，戴德梁行发布《中国“新”经济：智能·
共享·绿色》白皮书。该白皮书指出，中国经济已

经进入了一个以技术发展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

的新时代。中国从主要发展工业，依赖投资和出

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

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

“中国制造”的标签，向“中国创造”模式推进，后

者象征着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家繁荣的经济发

展新模式。在此情形下，各行各业谋求新型模

式，进入发展新时代，有专家认为，作为国民经济

主体部分，房地产行业受此影响深远。

“新”经济对中国房地产行业影响颇深，房

地产行业在投资、消费者需求、劳动力需求、能

源消耗等方面与其他经济参与者有着大量的

交互作用，并在经济市场长期引发较大关注，

一定程度上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

未来，“智能”“共享”和“绿色”三大核心势必将

成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导向要素。同时，这些

要素对于中国的“新”经济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立足于遂宁的房地产企业来说，更应

该与时俱进，特别是在当前调控时期，如何转

型适应新时代，是房企面临的课题，如何把握

住未来，着眼于未来是关键。 （高婷）

观察

又到了年中，回顾 2018年上半年的遂宁楼市，可谓是亮点颇多。上半年，开发商积极入市，楼市供应面积攀升，市
场呈现出高位发展的趋势。过去的半年里，遂宁楼市发生了一些怎样的变化？又有哪些事件与我们息息相关？本周
起，《房产周刊》推出《2018年遂宁楼市半年盘点》系列报道，让我们从营销、政策、数据等多个视角，一起回顾 2018年上
半年的地产大事件。本期，房产周刊推出《营销篇》，为您细数 2018年上半年遂宁楼市的花式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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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遂宁楼市各大楼盘举办案场活

动已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营销环节，相比传

统的宣传广告之外，目前开发商更喜爱实

实在在的活动。亲子活动是营销的极好

切入点，“孩子开心了，家长就开心。”有楼

盘负责人表示，举办亲子活动一方面能够

使老业主对开发商保持信心，另一方面能

为项目聚集人气、带来好印象，直接刺激

成交。而且对于遂宁来说，亲子活动的场

地和娱乐项目很少，开发商通过自建场

地，原创活动等方式，让亲子有更多的时

间互动，这让很多市民从心底愿意到楼盘

看房，增加亲子互动时间。

上半年，除了周末活动，还有母亲节、

父亲节等温馨节点，各家楼盘怎能错过这

样好机会，各类亲子 DIY 与感恩活动不断

上演。

明星站台不是什么新鲜事，楼盘活动邀

请明星不仅是一种时尚的营销手段，而且在

汇聚人气、制造热点方面效果尤为明显。

4 月 22 日，金科美湖湾·香山明星演唱

会“永不褪色的骄傲”震撼开唱，张卫健、杨

坤超级模仿秀、魔方乐队等等众星悉数登

场，为大家奉献一首首熟悉而又满怀激情的

歌曲,他们的演出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场精美

绝伦的视听盛宴，共同品鉴金科美湖湾·香

山二批次开盘魅力，开启新的美好生活。

在日趋激烈的楼市竞争中，牵手明星

的营销模式俨然成为一种新风潮。业内

人士表示，楼盘的营销活动层出不穷，但

不管推出什么形式的营销活动，请明星始

终是一招“王牌”，明星的到来，不仅聚集

了楼盘项目的人气，更可以突出楼盘项目

的品质。

上半年，许多房企为积蓄客源，打出了

“体验牌”，通过让购房者亲身体验样板

房，融入其中来感受项目魅力。

日前，位于河东新区的碧桂园·天誉项

目示范区正式拉开帷幕，通过三大样板间

让购房者亲身体验，能感受到项目每一寸

空间的合理利用，符合现代审美和人居科

学的户型设计等，不用购房者自己想象，

而是能直观的看到未来新家的模样，吸引

了很多购房者前去观摩。

业内人士表示，体验式经济时代的到

来，对营销行业、地产行业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体验式营销活动，能够让用户深

入、全方位的了解项目和产品，而且还能

把对购房者的全方位体验和尊重凝结在

产品层面，让客户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

和被体贴。

借助文化营销，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在

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避免同质化、彰显个性。

6 月 29 日，金科·仁里水乡组织品牌商

家及媒体单位到成都进行考察，40 余家仁

里水乡品牌商户及媒体一同与金科到成

都开启商业考察。先后考察了城南的汇锦

街、铁像寺以及南二环内的金科·双楠站，

火爆的人气，让商户感受到了独特文化。

日前，置信·丽府举办的龙虾节，也融入了

四川特色饮食文化。业内人士表示，开发

商针对目标顾客的心理偏好，从文化角度

立意，推出别具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形

成了深厚的小区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

“开发商愿意下功夫花心思去做这些

活动，证明市场开始沉淀，市场向健康的趋

势发展。”业内人士分析，下半年，开发商将

更多地以营销活动来蓄客。 （高婷）

明星牌：
明星到场吸引眼球

体验牌：
亲身感受项目特点

文化牌：
彰显楼盘独特品质

近日，各地陆续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

不断出台新政策、新措施。一系列举措，表

明地方政府坚持调控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动

摇，“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

定位不会改变——我市也在调控上大下功

夫，商品房预售新政 7 月正式实施，作为长

效机制建设的重要环节，新政的出台让我

市楼市下半年正式进入高压状态。

有市民会疑惑，商品房预售新政推出对

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影响着

我们购房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有效地防控

了烂尾楼的出现，直接保护购房者的合法

权益。

上一周，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个在建楼

盘，为取得预售资格证，许多项目都在紧锣

密鼓地开工中，但确实有不少不知名房企

开发的小楼盘建设速度跟不上，甚至停工

整改，这是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因为新政

对取得预售资格证作出了修改，要求“申请

预售项目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

期，施工形象进度达到以下要求：6 层（含 6
层）以下商品房项目（无论是否修建地下

室，含地下车库、车位）已完成主体结构工

程封顶，7 层（含 7 层）以上商品房项目完成

地上 1/2 以上楼层主体施工，地上层数为奇

数的房屋按照其总层数加 1 层计算。”这项

调整将限制资金不足的开发企业、实力较

弱的建筑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可有效防

控开发企业因自有资金不足过度依赖商品

预售款进行开发建设而造成的不稳定风

险。新政的出台，对资金不足的企业压力

非常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市场本来就

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我市出台这样的政策，

整顿了市场的不协调，淘汰一批无良开发

商。”

从进入 7 月以来，我市开盘的楼盘几乎

为零，对比 6 月初几盘齐发的盛况，7 月显

得格外落寞。不过，这样的市场环境更是

我们希望的，开发商用心建造项目，按照流

程进行预售，预售资金通过三方监管，购房

者也能按时取得房产证，在这样的良性循

环下，我市楼市将会朝着“康庄大道”健康

发展。同时，我市的专项整治行动也有条

不紊的开展中，近日，市城管局组成建筑房

地产检查组，再次对市城区在建工地进行

了严格复查，发现整个市城区建筑房地产

领域秩序良好，涉嫌违规在建工地已经全

部停工整改，其中部分施工工地在城管部

门的监督下已整改完毕，目前已投入正常

施工。可见，我市楼市已经步入新阶段，新

政将在下半年发挥重要作用。 （高婷）

楼市调控力度不减
遂宁楼市紧缩预期将作用于下半年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增强我市建

筑和房地产领域乱象专项治理工作实效，

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2019 年 1 月 2 日期间设立建筑

和房地产领域乱象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监督，提供

问题线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受理范围
（一）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或超越

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或擅

自改变规划许可内容实施建设；

（三）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擅

自施工；

（四）房地产项目无商品房预售许可

擅自销售、收取或变相收取购房款；

（五）房地产项目售而未建、一房多

售、不明码标价、违规发布广告；

（六）建设项目欠缴税费，拖欠、挪用

农民工工资、人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七）存量房交易网签制度落实不到

位，买卖当事人及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

“阴阳合同”，存量房交易不规范；

（八）执法部门监督不力，立案和结案

不及时，相互推诿，执法不严等问题；

（九）建筑和房地产领域制度缺失、制

度漏洞问题。

二、受理电话和时间
座机电话：0825—2313008，电子邮箱：

suiningzhuanzhiban@163.com。

受理时间：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
午 15:00—18:00。

遂宁市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乱象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 7月 10日

遂宁市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乱象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设立举报电话的公告

置信丽府回馈业主举办龙虾节

市城区高楼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