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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周鹏报
道：记者昨日从市房地产管理局了解到：
今年前5个月，我市房地产市场总体表现
活跃，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连续上
升，商品房销售面积实现“五连增”，去库
存加速。

统计数据显示，1-5月，全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185.46万㎡，同比上升16.1%；商品
房销售总金额58亿元，同比上升16.25%；
销售均价3127元/㎡，同比上涨0.3%；商
品房批准预售面积134.84万㎡，环比上
升36.8%，商品房库存面积381.64万㎡，
库存下降4.33万㎡。

商品房销售持续升温。1-5月，全市
商品房销售面积185.46万㎡，同比上升
16.1%；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销售面
积70.38万㎡，同比上升8.5%。其中5月
份，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销售面积达
16.8万㎡，商品房销售超过5万㎡的有市
城区（含咸安区）、嘉鱼、赤壁。

商品房价格略有上涨。1-5月，全市
商品房销售总金额 58亿元，同比上升
16.25%；销售均价3127元/㎡，同比上涨
0.3%；市城区（含咸安区）销售均价3289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3元/㎡，其中

住宅均价为3174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05元/㎡，同比上涨10.6%。

开发商推盘热情高涨。1-5月，全市
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134.84万㎡，环比
上升36.8%；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批
准 预 售 面 积 54.59 万 ㎡ ，环 比 上 升
70.4%。其中5月，全市商品房批准预售
面积36.32万㎡，环比下降2.5%，市城区
（含咸安区）5月份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22.56万㎡，环比上升50%。

通过统计数据不难看到。截至5月，
全市商品房库存面积381.64万㎡，库存
下降4.33万㎡，消化周期11.84个月，减
少0.13个月；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
库存面积117.76万㎡，库存上升5.76万
㎡，消化周期8.01个月，增加0.39个月。
商品房库存消化周期下降较大的有嘉
鱼、通山，但去库存仍然是房企当前的首
要任务。

市房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多项利
好政策作用下，城区楼市继续升温，房企
销售热情高涨。随着棚户区改造货币化
安置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及“想在咸
宁有个家”系列宣传的铺开和深入，有效
推动了全市商品房销售。

实现“五连增”加速去库存
前5个月，我市商品房销售面积185.46万㎡，增幅16.1%

本报讯 记者朱萍报道：作
为与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隔街
为邻的楼盘，清华城项目一直备
受市场和众多购房者的关注。
日前，清华城传来好消息，楼盘
现场接待中心现已结顶，内部装
修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预计
7月上旬正式对外开放，届时，将
以崭新的面貌，热情的服务，超
高的品质迎接各位购房者。

清华城项目由湖北亦诚置
业有限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全
国建筑先进南昌市第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项
目占地近126亩，总建筑面积约
23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供
销售商业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
住宅建筑面积11.6万平方米；其
中为浮山村村民还建商铺、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医务室、幼儿园等
公共配套设施3.87万平方米。

清华城项目共17栋多层商
住楼。主体建筑为全框架，全现
浇结构，可抗高等级地震，外墙
由二段式不同色彩的高档面砖
装饰。住宅建筑南北朝向，户型
设计方正实用，小区绿化率
35%，小区安全防卫智能化，配
备楼宇可视对讲系统，IC卡门
禁系统，红外线电子监控系统。

据了解，该项目将分三期开
发，一期首开4栋高层，样板房
也将于8月中下旬对广大购房者
开放。同时，该楼盘预计将在10
月正式开盘，首开为110—120
平方米三房和四房的刚需户型，
有意购买的市民可以继续关注
楼盘消息。

清华城售楼部
将于7月初开放

本报讯 通讯员皮江星、刘
文新报道：“虽然爸爸妈妈不在
家，但你们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好
好学习，做一个身心健康、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好孩子。”日前，在麦
市镇麦市村4组、幼儿园大班学
生葛雄家，通城住房公积金中心
党支部书记吴闽将400元慰问金
交给他爷爷时，语重心长地说。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通城
住房公积金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
干部到麦市镇麦市村、向阳社区开
展“走进校园情系留守儿童”活
动，看望慰问了10名贫困留守儿
童，向孩子们送去了节日的温暖。

这是该中心党支部开展“服
务争一流、党建创先进”品牌创
建活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中心党支部认
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以“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载
体，深入开展党建服务品牌创建
活动，以优质服务树品牌，以党
建创先展形象，着力在以优质服
务打造品牌下功夫，营造了创党
建品牌的浓厚氛围。

同时，该中心党支部坚持将
党建品牌创建和公积金业务紧
密结合，开展创“党员示范岗”、

“服务能手”、“关爱他人”等党组
织活动，在优质服务上树一面旗
帜，在科学管理上创一块牌子，
在机关作风上做出个样子，在工
作成效上争一流业绩，提升机关
党建工作水平和效能，实现以

“抓党建促发展、抓品牌促服务”
的总体目标。

“服务争一流、党建创先
进。通过服务品牌打造，使党建
科学化工作水平有新突破，党员
素质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进一
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
升，助推全县住房公积金系统管
理与服务提质增效，使广大人民
群众通过参与公积金制度得到
更大获得感。”该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吴闽表示。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
管 理 中 心 协 办

通城公积金中心
抓品牌促服务

导语：她用8000㎡超大广场，让城
市更欢乐；她用2000㎡超大儿童乐园，
让孩子更欢乐；她用百尚生活超市，让
居家更欢乐；她用万国美食城，让吃货
更欢乐；她用一线潮尚店，让潮人更欢
乐；她用菲力健身，让达人更欢乐；她
用中影聚丰影院，让你全家更欢乐
……

同惠国际广场是湖北同惠投资旗
下的咸宁首个高品质商业综合体，由成
都惟尚建筑设计院设计，湖北青鹏完成
景观规划。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
方，其中商业约 6 万方，住宅 18 万方。
集国内外大型品牌商超、金融办公、酒
店餐饮、潮尚娱乐、精品购物、高档住宅
等一系列功能于一体，其中商业依照当
前最为成功的商业理念——第六代休
闲玩购体验商业概念设计，将打造属于
咸宁人的家庭欢聚中心！

占据市政中心黄金十字路口，人气
聚集的旺地

同惠国际广场位于咸宁大道与银
泉大道交汇处，是连接咸安与温泉的重
要城市枢纽。项目100米内，即拥有四
个公交车站停靠，公交1路、3路、7路、
8路、9路畅达全城。10公里内通达城
市轨道交通及城市高铁，交通优势明
显。

项目3公里范围辐射小区众多，常
住人口约15万。周边聚集有咸宁市政
府、市会议中心、人民广场、市财政局、
市交通局、国税、地税、工商局、教育局、
国土资源局等行政服务中心。更拥有
市体育中心、十六潭公园、建设银行、湖
北银行（咸宁分行）、咸宁卫校、湖北科
技学院、鄂南高级中学、咸宁实验外国
语学校、泉塘小学、咸宁市妇幼医院等
成熟市政配套。

坐拥双主街黄金十字街口，作为真
正意义上的咸宁城市主生活区（CLD）
与咸宁政务区（CBD）坐标圆心点，同
惠国际广场及其所在地段，必是咸宁未
来商业发展的重要核心！

国内国际百余品牌商家已到位，打
造黄金商业业态

同惠国际广场商业总建筑面积约
6万方。共有四层。其中一楼业态规
划有国际快餐、时尚服饰、黄金珠宝、化
妆品、皮具箱包、名表、眼镜、药房、金融
机构、生活配套等。二楼为大型超市、时
尚男装女装、精品内衣、餐饮美食等。三
楼分布有儿童乐园、电玩城、童装童鞋、
儿童培训、家居家饰、餐饮美食等商
业。四楼以电影院、健身会所、中式餐
饮、特色餐饮、咖啡语茶等业态为主。
塔楼为品牌酒店、写字楼与高档住宅。

武汉口碑最好的生活超市——百
尚超市，拥有杜比全景声（Dolby At-
mos）巨幕厅的中影聚丰影院，精品连
锁酒店品牌——麗枫酒店，潮尚名店
——屈臣氏，欢乐餐厅——肯德基，年
轻一族的最爱——MJ快时尚，万国美
食荟萃地——集美家，健康训练营——
菲力健身，儿童世界——孩皮吧等旗舰
主力店现已签约入驻同惠国际广场。
更多知名商家，正在进一步入驻洽谈中
……

同惠国际广场自有8000平米城市
级欢乐广场，将带来周边巨大的消费人
流。众多国内外影响力品牌商家的入
驻，保证消费者的重复消费。而“品牌
主力店+生活超市+大体量儿童乐园”
的黄金业态组合，远超咸宁当前商业。

光谷步行街10年经验运营团队掌
舵，前三年租金补贴运营

同惠国际广场聘请武汉光谷世界
城一期原班人马上阵，统一招商运营推
广。10年大型综合体运营推广经验，
将为同惠国际广场成功运营保驾护
航。不仅如此，前三年租金将全部作运
营补贴之用。

开业后，运营团队将每年每月不间
断举办各类创新运营活动，如音乐节、
舞蹈节、啤酒节、电影节、圣诞狂欢节、
广场倒数迎新年……等等。制造项目

全城影响力，推广宣传入驻商家，聚集
人气。

项目运营方每年还将以巨额投入，
把同惠国际广场打造成咸宁的欢聚中
心和节庆中心。让咸宁人一想到亲朋
欢聚，就只有同惠国际广场一个去处，
平时有事没事都来逛逛。

开发商自持比例达70%以上，与
商户业主共担风险

湖北同惠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
年。十年间，先后开发运营有黄石磁湖
东城、大冶两湖天下、大冶两湖天地、黄
石山语城、中国黄金山温泉度假村、大
冶阳光沙滩度假酒店等经典项目。经
过多处的开发历练，已从单一的综合体
开发商，成长为商业体与城市运营商。

作为经验丰富的综合体运营商，同
惠投资把商业自持比例定为 70%以
上，与商户业主同舟共济，共同开创一
片商业天空。同惠国际广场项目自持
物业滚动投入资金预计将达10亿以

上，一方面体现开发商的责任感，同时
也是基于对区域商业未来的精准判断，
以及对自身招商运营能力的充分自信。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地
方，它是商业文化的引跑者，也是时尚
潮流的发源地。顺应咸宁商业发展的
时代需求，背靠雄厚的开发实力，聚集
了最优秀的商业团队，同惠国际广场
——咸宁首个家庭欢聚中心，正为咸宁
千万家庭欢乐而来！

20—200㎡欢乐旺铺，现正诚意
登记中

咨 询 热 线 ：0715—8159 111
招商热线：0715—8107 333

项目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与银泉
大道交汇处

同惠国际广场

一座让咸宁人欢乐的家庭欢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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