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SOUTH-NORTH NEWS

主办：新南北投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zjnsn.com 总裁电子信箱：chenyantu@yahoo.cn

第 8期

总第 12期
2008年 10月 13日

星期一

报头题字：

邵华泽
主编：王 格
编辑：方 涛

麻 斐

地址：杭州市潮王路 218号
红石商务大厦 3楼

电话：0571-88223688-212
邮箱：nsnnews@sina.com

·南北言论·

本报讯 9月 16日下午，浙江
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
市委常委、秘书长许勤华，市委常
委、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市委常
委、副市长沈坚，市政协副主席董建
平等陪同下，到钱江经济开发区调
研。期间，王书记一行特意实地考察
了钱江国际广场项目，该项目是钱
江经济开发区第一个商贸项目，是
集酒店、商业、办公、社交和居住等
于一体的杭州北部城市综合体，由
新南北集团下属的欣北公司开发。
集团总裁陈烟土、欣北公司总

经理余樟松等在项目现场接待了
王书记一行。陈总向王书记介绍了
钱江国际广场的项目概况及工程
进度等，表示将抓好工程质量和进
度，为钱江开发区做好配套服务。
王书记听取介绍后，对钱江国际广
场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
的关心。在离开项目现场时，王书
记微笑着向陈总表示他期待着该
项目的好消息。 （方 涛）

市委书记王国平
考察钱江国际广场

本报讯 为
感谢业主一直以
来对新南北品牌
的信赖与支持，
南北·西岸借中
秋之际真情回馈
业主，在 2008
年 9 月 13 日原9
月 21 日期间推
出“幸福安家保
障计划”。该次

促销活动推出房源 136套，以 79平方米两房
和 89 平方米三房为主，销售单价 8800 元辕平
方米原11450元辕平方米，两房总价 69万起，三
房总价 83万起。与南北·西岸一期开盘均价相
比，本次活动折扣力度较大，活动期间购房的
业主可享受到很大的优惠。同时，南北·西岸
本次推出的房源，均可享受“无理由退房承
诺”。据营销总监马奕林介绍，活动期间售展
中心来往客户络绎不绝，人气很旺，8 天时间
成交房源过半。

南北·西岸是杭城市区的高品质景观楼盘，
此次促销活动又正值楼市波动的敏感时期，因
此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省市电视台、
报纸乃至中央电视台都予以了关注。活动第一
天，新南北集团总裁陈烟土在售展中心接受了
“住在杭州网”的采访，坦诚客观地谈了自己对
西岸促销活动以及楼市波动等的看法。

以下是陈总接受采访的实录：（一切行为都
基于市场）
记者：陈董您好，万科降价 10天，新南北反

应非常快，成为首个跟进者，大家非常关注，您
是如何考虑的？

陈烟土：本次南北·西岸降价，纯粹是出于
对市场判断而作出的一个纯市场化的决策，没
有崇高的理由，也不是扰乱市场，仅仅是顺应市
场之举。当然，决策本身基于市场，其正确与否
最终也要由市场来回答，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承
担由此而带来的责任。

本轮楼市调整的到来是必然的，无非是幅
度大小而已。我认为，不管是地产业界还是消
费者，都应该清醒、理性地看待本轮楼市的调
整。去年杭州房价涨得太多，今年有一定的回
调也是正常的。但是，大家还是应该理性地去
分析市场，不宜过于悲观，如果价格合适，还是

不应该错过购买的机会。
记者：南北·西岸开盘均价 13500元/平方

米，今天优惠的 17幢，价格在 8800-11450元/
平方米之间，均价 11000元/平方米不到，为什
么幅度这么大？

陈烟土：一步到位。之所以定这个价格，之
前也是作了详细的市场分析和判断。我认为，
11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是桥西板块的底，除了
目前在售的楼盘，如果以后有新的楼盘推出来，
不会再有这么低的价格。一下将折扣打到底，其
实也是告诉消费者，我们不会在这个基础上再
降了。

记者：这次南北·西岸只拿出了一期 17号
楼一幢房源来优惠，接下去还会推出更多优惠
房源吗？

陈烟土：要看这次销售情况如何，再作决
定，也是要由市场决定的。

记者：如何看待这次活动的反响？
陈烟土：今天推出的房源有两种，一种是

79方的两房，一种是 89方的三房，都是小户
型。因为 70/90的原因，目前市场上 90方以下
的小户型非常多，供大于求。其次，就像前面说
的，小户型购买者经济实力有限，购房时考虑的
问题比较多，下单速度不会很快。这从今天定出
的房源也可以看出来，目前卖掉的大部分是总
价比较低的楼层较低的房源。

南北·西岸的大户型就很受欢迎，卖得很
好。一期 7幢的 7套 120多方大户型，虽然单价
高达 1.5-1.8万，仍然供不应求。我们的排屋也
很受欢迎，总共只有 30套房子，但销售部给我
的数据，光 5、6、7三个月的客户积累，就有 130
多个。一些客户找到我表示，如果让他买一套
排屋，他愿意附买一套小户型。

记者：大户型很受欢迎，接下去会有更多的
大户型推出来吗？

陈烟土：我们准备在 10月底 11月初推出
100多套大户型，都是 130多方，全部在小区的
中心位置。价格当然会比现在的高一些，但毕
竟市场不是很好，我们也不会有很高的预期。
排屋推出的时间还没有定。

记者：在南北·西岸之前，有传出名城·燕园
9折，桥西有开打价格战之势，您认为桥西的其
他开发商会跟进吗？您又是如何看桥西板块楼
市的?

陈烟土：我不好去猜测、评价桥西的同行，
但我们的价格决策是基于市场作出的，我相信

大家的决策也会是基于市场本身。
至于桥西板块，我是非常看好的。桥西运

河是政府重点打造的旅游和旅游服务区，内有
三大国字号的博物馆，周边医院、学校齐全，交
通方面，轻纺路、小河路明年直通莫干山路，很
方便。

目前，桥西还没什么人气，但一两年之后，
随着运河旅游区的建成开放，随着三大国字号
博物馆的开放，随着交通、配套的成熟，桥西的
未来会很好。

记者：本轮价格战由万科而起，据说，复地、
世茂、保利等外来地产大鳄均会有降价、打折、
低开的动作，您如何看外来大鳄的这些行为？

陈烟土：对于外来大鳄的群体性降价行为，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大企业资金
可能更紧张，因为他们摊子铺得大；第二、外来大
鳄毕竟是外来者，他们做完了一个或几个项目，
可能就走了。反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一个熟悉
的环境中，可能就会更注意自己的礼仪、形象。
作为企业来讲，既享受市场上升带来的利

润，也承担市场向下带来的风险，所以，顺应市
场是第一位的。我们不可能让市场来适应我们，
我们只有去适应市场。

记者：您是如何判断接下去的市场走向的？
陈烟土：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所

以，我们看到，房地产的下跌是国际性的，美国
在跌，英国也在跌，并不只是中国。
目前，国内经济有整体下行之势，房地产的

调整也是必然的，无非幅度大小的问题，这是我
的判断。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发商应该
把期望值降低一些。

当然，中国跟美国不同，房地产有其特殊
性，我认为大跌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所以，消
费者也应该理性的分析，不宜抱太低的预期，价
格合适的话，还是应该买，以免错过低价购入的
机会。
作为媒体来讲，此时也不宜过于渲染楼市

的低迷，制造恐慌的气氛。同时，在楼市高潮之
时，媒体最好也不要过于推波助澜。

记者：形势如此，您还会继续拿地吗？
陈烟土：为了回避风险，我们暂时不会再去

拿地，目前只把手上的项目做好。我们一般不会
冒险去拿高价地，南北·西岸、青枫墅园地价都
不高，形势再不好，保本也应该没问题，所以压
力不是很大。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彩球随
风舞，丹桂暗传香。9
月 19日，宜昌南北天
城天时居 7# 楼暨全
生活广场盛大开盘。
南北天城此次推出
7#楼 90㎡—130㎡稀
缺多层住宅及全生活
广场 80㎡—200㎡烫
金商铺。全生活广场
属南北天城二期工
程，除了拥有和一期
相同的成熟景观外，
还增设篮球场、羽毛
球场等运动设施，带
给业主阳光、运动、健
康的生活品质。全生
活广场的全临街的商
业形态，灵活多变的
商铺空间，涵盖生活、
休闲、家居方方面面

的商业业态，精品花店、书店、便利超
市、美容美发、干洗店、建材店等等一应
俱全，为广大业主提供良好优越的购物
环境与休闲之地。其多层及实用的户
型，成为购房者最关注的亮点之一。

宜昌公司此次还联合宜昌工贸、宜
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宜昌康龙家居广
场等多家知名商贸企业，在现场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凡在开盘期间购
房购铺的业主，均有装修大礼相送。全
面细致的服务使南北天城受到了广大
客户的青睐，成为宜昌楼市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江雅莉）

足球场上有许多白线。端线、边线
是控制球的运动界限的；禁区线内，
守方犯规是要罚点球的。所以球场上
的这些白线实在是一种规矩，是至高
无上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有许多白线，比
如：火车站站台前的白线，那是在列车
进站时请旅客站在线后，防止发生意外
的；马路路口的白线，那是遇到红灯时
请车辆停在线里面，保证交通安全畅通
的；现在银行的柜台前也出现了一条一
米线，那是为保护储户的隐私，并且使
银行的作业有序进行的。然而，生活中
的这些白线，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有的甚至还觉得这太麻烦，因而有些讨
厌它。

实际上，这一条条有形的或无形的
白线，正是某项纪律或法规的具体体
现，也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它既对我们
的行为是个约束，也是向我们大家提供
一种服务。试想，倘若人人都不管这线
那线、红灯绿灯，一窝蜂的涌向马路中，
将会出现什么景象？企业里倘若没有规
章制度、劳动纪律，没有行为规范的“白
线”，爱这样干就这样干，爱那样干就那
样干，那还成什么体统？墨子曾经这样
说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
法仪其事能成者，无有也”。二千多年前
的古人尚且懂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的道理，现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让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
商贸、生产流通、社会安定等等复杂的
社会生活得以有序地进行，这条白线岂
不是显得更加紧要吗？
具体到我们企业，公司里有着各种

各样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不久还将
会出台“员工道德操守条例”等等，这些
对我们在公司的各种行为都做出了硬
性的或软性的规定和要求，实际上就是
一条条“白线”，正是有了这一条条的
“白线”，新南北才得以健康有序地运
转。那么在白线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无
疑都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方 涛）

南北·西岸推出“幸福安家保障计划”
集团总裁陈烟土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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