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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拍市场热度下降 底价成交居多
新盘去化率两极分化，
刚需盘表现较好

上海瑞达思 RDAS 数据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0 月份宁波市五区共成交新建商品住宅
2873 套，
成交均价 20427.45 元/平方米。

土拍市场热度下降，底价成交居多
10 月份我市共推出 6 宗土地，成交 4 宗，基本
是底价成交。其中，鄞州长丰两地块较受关注，
分别被中交地产和弘阳地产纳入囊中；奉化的宁
奉城际铁路金海路站地块则由宝龙拍得，奉化另
一地块原梅园花庭由自然人竞得。江北孔浦的
两幅宅地因无房企去参与报名导致终止出让。
反观去年同期，
土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溢价
封顶、
竞拍保障房的场面屡见不鲜，
时隔一年，
土地
市场热度不再，
开发商拿地十分谨慎，
流拍与底价
成交成为常态。

去化率两极分化，
刚需盘表现较好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主要成交项目有鄞州区
的中海学仕里、万科格拉美西、万科华侨城欢乐

海岸三期、绿城柳岸晓风、江山万里昆仕，海曙
区的城投悦江湾，江北区的宝龙世家、中旅城三
期、姚江金茂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北区的三个楼盘去化率较
高 ，宝 龙 世 家 成 交 均 价 16000- 17500 元/平 方
米，去化率达 100%；中旅城三期均价 15500 元/
平 方 米 ，去 化 率 88% ；姚 江 金 茂 府 高 层 均 价
26150 元/平方米，去化率 80%。鄞州区的楼盘
去化率普遍较低，中海学仕里 5%，江山万里昆仕
仅 3%，
两极分化较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旅城三期和宝龙世
家主要客户是刚需群体，低总价与刚需的支撑
是这两个楼盘成交量回升的重要因素，而鄞州
区的项目多以改善型、再次改善型为主，单
价、总价均较高，在市场前景不明的情况下，
成交量下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小户型、
低总价是二手房成交主力
据南天房产数据统计，10 月份市三区二手
房共成交 2445 套，环比下降 9.98%，同比下降
13.39%；成交均价 20092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1.70%，同比上涨 30.09%。分析人士指出，在
楼市调控政策仍未放松的背景下，传统的“金
九银十”楼市旺季在今年并未如期而至，当前
中高端二手房成交放缓，挂牌量增加，挂牌价
开始松动，市场由火热开始转向平稳。
10 月份，鄞州区 （含高新区、东钱湖） 二
手房成交最活跃，占市场的四成，北仑区 （含
梅山岛、大榭岛） 成交量提升显著。90 平方米
及以下面积段成交比重接近六成，也就是说，
小户型、低总价仍是二手房市场的成交主力。
见习记者 马娟娣

民国韵味旅游小镇呼之欲出

海曙
“城市双修”
实施方案发布

奉化溪口民国风情街二期项目即将开工

将开展水乡重塑、
老城复兴等十大行动

记者昨天从规划部门获悉，溪口民国风情街二期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近日核发，该项目即将开工。风情街以民国时期街区实景为
载体，打造以“民国埠口老街、风情中央花园、古镇文化慢活里弄”三大
主题片区，将重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城镇风貌。

本 报 讯（记 者 周 科 娜 通 讯 员 陈 丹 郑 永
红） 昨天，记者从海曙规划部门获悉，
《海曙区生
态修复城市修补实施方案》已正式出炉。根据《方
案》，至 2019 年 3 月，海曙将重点实施一批示范样
板项目；至 2022 年，探索建立“城市双修”长效机
制，推进海曙转型发展，把城区建设得更加精致、
更有韵味，
把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宜居。
“城市双修”即“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指通过
“再生态”理念，修复城市中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
地形地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用更新织补的理
念，拆除违法建筑，修复城市设施、空间环境、景观
风貌，
提升城市特色和活力。
《方案》提出，
将系统实施
“水乡重塑、
山体修复、
绿地提升、海曙老城复兴、名镇名村保护、景观风貌
整治、
重要地段提升、
老城品质提升、
乡村振兴发展、
配套设施完善”
等十大行动，
推进
“城市双修”
工作。
其中，水乡重塑行动，主要包括继续推进海曙
区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建设，开展西塘河、南塘河
水网体系生态修复、慢行功能修补整治、公共空间
特色塑造等。海曙老城复兴行动，以“文化紫道”
为纽带，串接散落的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
文物
古迹等历史文化遗存；推进月湖西区保护与更新；
开展秀水、永寿等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改造；以
东渡路商业街区微改造等为重点，
全面提升天一商
圈的城市活力等。老城品质提升行动，
包括以鼓楼
街道为试点，围绕提升社区空间品质、改善交通出
行环境等，精心营造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深入推
进“污水零直排”老小区雨污分流改造；以天一商
圈周边区域为重点，以偃月小区、屠园小区、迎凤
小区为试点小区候选，
推进老小区改造等。

风情街效果图

重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城镇风貌
民国风情街项目位于奉化溪口镇中兴西路
北侧，公园北路东侧，奉通路西侧，一期、二期总
用地面积 109879 平方米，以民国时代背景街区
实景为载体，构建一个以“民国风情+蒋氏文化+
溪口地域文化”为主题，覆盖全年龄段的复合型
家庭娱乐体验新景区。
风情街以民国建筑风貌为特色，以上世纪
民国时期建筑立面为参考，通过对民国时期文
化元素、时代背景、建构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重
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城镇风貌，打造一
座浓厚民国时期韵味的旅游小镇。

打造大三主题片区
风情街项目将打造三大主题片区，分别是
民国埠口老街、溪口风情中央花园和古镇文化

慢活里弄片区。
民国埠口老街片区 位于风情街西南侧，以
埠口文化主题建筑群落为主，主要以游览、观
赏、体验老街文化为主题，满足以家庭出行方式
为主的游览需求。
溪口风情中央花园片区 位于风情街中部
核心区域，是风情街重点打造的核心造景区。
中央花园景观设置带有民国特色的中式园林，
根据婚纱摄影及教堂等特殊功能需求设置景观
草坪，并通过天封塔、历时保留建筑、景观回廊、
环曲水系的设置打造具有溪口地域特色的风情
中央景观。
古镇文化慢活里弄片区 位于民国风情街
的东北区域，以展示与体验溪口地域特色文化
为主。街巷弄堂以溪口老巷尺度为建设基础，
让游客感受穿街走巷的历史感。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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