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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楼市上半场收官之战正式告一段落，七月伊始，

各路房企陆续交出了自己的成绩单。中国恒大

（HK.3333）日前发布销售简报，6月实现销售额

611.2亿，行业第一，同比增95%，环比增60%。销

售面积达605.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4%，环比增长

63%。同时，恒大方面也亮出了中考成绩单：2017

年1-6月，恒大累计实现销售额达2440.9亿，同比

增72%，完成4500亿年度目标的54%。销售面积

达2475.1万平方米，行业第一，同比增长49%。

权益销售榜第一
恒大“双料”夺冠

除了6月以611.2亿的销售额稳夺第一，根据

克而瑞最新发布的2017年1-6月权益销售榜显

示：恒大以2291.6亿位居行业第一。双料夺冠，恒

大再次显露出它的硬实力。克而瑞认为，权益销

售更能反映企业最真实的销售能力以及资金和投

资实力。

近年来，随着房企合作开发项目的增多，很多

房企在销售额上，并没有将其他持股者的权益销

售额剔除。而房企自身的权益销售额，才是衡量

实际销售利润的真实指标，权益销售比例越高的

企业，锁定利润的能力也越强。从数据上可见：恒

大的销售数据含金量更高、更值得信服。

在今年楼市普遍遇冷的情况下，恒大依然强

势增长，这里面除了恒大地产人的同心并力，更多

的是消费者对于恒大地产项目的青睐。除此之

外，据公告，恒大6月份新开盘项目32个，其上半

年新开盘项目累计达79个。行业人士认为，大量

的新开盘项目也是恒大6月份及上半年销售双双

创新高的重要因素。

优化资本结构
恒大赎回全部永续债

半年报显示，截止6月底，恒大已完成全部永

续债的赎回。在年初时，恒大当时计划赎回三分

之二的永续债，提前半年的时间，恒大就赎回了全

部永续债，共计1129.4亿元，超额度完成任务，完

成了对股东的承诺。

据介绍，今年以来，恒大通过赎回永续债、引

入战略投资、发行低息长期美元债等措施不断优

化资本结构。今年，恒大引入两批共计700亿战

略投资，目前已全部到账。以恒大2016年年报

数据测算，引战完成后，恒大净资产将大幅增

厚，净负债率将由119.8%大幅下降至61.2%，几

乎下跌一半。另外，今年6月，恒大成功发行38

亿美元债券，加上要约交换债券28.24亿美元，

合计发债66.24亿美元，利率最低6.25%，期限最

长8年。

“仅半年便偿还了超千亿永续债，证明了恒大

拥有充足的现金流，财务状况非常健康。”有分析

师认为，随着恒大偿清永续债，今年归属股东利润

将实现爆发性增长。不同于以往，这次发债的规

模、利率、期限都处于最优状态，将大大改善恒大

的债券结构，而健康的资金链为恒大未来打开利

润空间奠定了基础，大幅减少利息支出，向股东交

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逆市飘红
恒大全年冲击5000亿

恒大自2017年开始由“规模型”向“规模+效

益型”转变，企业在保证20%左右增速同时确保效

益稳步增长。业内人士指出，从前6月销售业绩

看，恒大保持规模持续增长，反映其高性价比的刚

需产品契合了市场需求，并通过持续打造环节精

品、提升产品附加值、降低成本等举措，实现量价

齐升，加上其一系列优化资本结构举措的推动下，

预计利润将实现大增。

据介绍，2016年是楼市大年，也是恒大加冕

“一哥”的开始，这一年，恒大实现合约销售额

3733.7亿元，稳居行业第一。而2017年，是被各

界誉为“房企最艰难的一年”，但事实上，恒者自

强，越是在最困难的市场环境下，越能考验一家

房企的应变能力。按计划，恒大下半年新开盘项

目更将达223个，下半年新开盘力度将远超上半

年，销售料也将远超上半年，全年销售将超5000

亿。5000亿意味着，恒大在卫冕的同时，还打破

了自己创造的行业销售额纪录，恒大将再一次突

破自我，完成逆生长。

均衡布局+内控管理
恒大“双力”强悍

一流的房企，不但要有时代前瞻的眼光，也要

有执着本质的抱负，“均衡布局+内控管理”双管齐

下，这是恒大能够在中国强人如林的房地产市场

中树立标杆，在楼市调控不断收紧的大背景下，依

旧逆市飘红的重要原因。

业内人士分析，恒大在全国 240 多个城市

布局了 700 多个项目，一二线项目占比超七

成。在楼市调控下，采用全国化布局受调控影

响相对较小，增长稳定。 而恒大过硬的产品品

质、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市场定位准确的产品

线、大规模快速开发能力、全部精装交楼等市场

优势明显，其更是全国实施全精装交楼及无理

由退房的房企，这些都推动了恒大销售稳健增

长。

（李沐）

双冠王！恒大6月销售611亿
半年权益销售229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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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攻坚需
“除死角”“扫盲区”

■ 闫祥岭、吕梦琦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工作不断推进，各地整
改措施不断加强，一批环境污染问题被曝光和
整改。然而，在给环保工作点赞的同时也要看
到，部分地区环境治理抓大放小思维依然存在，
污染源监管尚存“死角”“盲区”。

中小污染源的危害不容忽视。以广泛分布
在山东南部、山西等煤炭生产基地周边的煤矸石
制砖企业为例，一些污染企业一边大量排放二氧
化硫、粉尘等污染物，一边利用低成本优势疯狂
生长。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让严格按照环
保要求生产的企业在竞争中举步维艰，影响了经
济发展质量。

这种局面长期存在有其深层次原因。首先，
这类企业规模往往较小，多位于农村地区或是交
通不便的省际接合部，容易沦为监管“盲区”。其
次，一些地区虽然要求企业安装了环保装置，但却
迟迟不能接入市级监管平台，监管存在“断点”。
此外，个别地方的基层环保部门对群众举报的偏
远、小散污染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为导致了
防治“死角”。

严格监管大企业、大项目，是环保工作的重要
内容，念好小企业、小污染源的“紧箍咒”，同样不
可缺少。能否真正治理好广大农村地区污染源，
关乎环保攻坚战的成败。各级政府必须增强社会
责任意识，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企业也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能为追求自身
经济利益而把治污责任甩给社会，更不能牺牲群
众的环境权益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

说到底，环境治理如同大扫除，要想取得成效
无外乎勤与细。站着看不清的地方要扑下身子
看、举着放大镜看；人到不了的地方要善用现代监
测手段、检测仪器；对于“老大难死角”，不妨多跑
跑腿、多用用心；政府监管薄弱环节，要善于调动
群众力量，让群众拥有更多的环境知情权、污染监
督权、决策话语权，合力打好环境保卫战。

■ 张成林

近日，在中央企业助推“美好新海
南”建设座谈会暨签约仪式上，省委书
记刘赐贵在谈及美丽乡村建设时强
调，加快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把美
丽乡村打造成“候鸟”宜居宜游的“鸟
巢”。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的重要举措，一直为
省委、省政府所高度重视。此次明确
提出“鸟巢”的发展定位，不仅赋予了
美丽乡村建设新的内涵，还为产业优
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折射了省委、省政
府系统化、全局化的治理理念。我们

要按照“鸟巢”的定位要求，不断丰富
美丽乡村的功能，逐渐提升美丽乡村
的内涵，将其打造成为本地居民和外
来“候鸟”的共有乐园。

美丽乡村建设，事关百姓福祉。省
委书记刘赐贵多次强调，美丽乡村建设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百
姓共享发展成果。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美丽乡村建设，于去年全省两会时，便
已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美丽海南百千
工程”明确提出，重点打造百个特色产
业小镇，建设千个宜业宜居宜游的美丽
乡村。紧接着，省全域旅游“美丽海南
百千工程”现场会召开，对“百镇千村”
建设进行了具体部署。随后，美丽乡村
建设如火如荼，并与全域旅游、脱贫攻
坚、“五网”建设等工作协同推进。不难

发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初衷，正是为了
改善全省民众的生活环境，让全省百姓
共享生态福祉。

现在，省委又从“候鸟”人群的视
角出发，明确提出把美丽乡村打造为
宜居宜游的“鸟巢”。这一视角的变
换，体现的正是治理理念的提升。一
方面，美丽乡村“鸟巢”的定位，是为了
更好地增进本地百姓福祉。在此之
前，省委虽未明确提出“鸟巢”的概念，
但在工作部署中已经流露出这样的理
念，比如，积极开发乡村的租房和民宿
市场，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候
鸟”人群到乡村去，推动农旅结合，带
动本地居民持续增收。此外，海南为

“候鸟”人群所青睐的，是优质的生态、
良好的环境，而这正集中体现于美丽

乡村上，因此，把美丽乡村打造为“鸟
巢”，条件优越，于民有利，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美丽乡村“鸟巢”的定
位，还关系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对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省委书
记刘赐贵强调，引导房地产市场稳定
健康发展，绝不能让海南成为房子加
工厂。也就是说，海南房地产发展要
守好底线，万不可为了眼前利益，买多
少就建多少，被购房者“牵着鼻子走”，
相反，要在环境承载能力基础上，发展
高端、优质地产，主动引导房地产走
向。具体到“候鸟”人群，要让他们无
需购房就能安居海南，享受良好生
态。而把美丽乡村打造成为“鸟巢”，
恰好满足了“候鸟”的愿望，而且推动
了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不仅保护了生

态，还促进了农民增收，一举多得。
一子落，满盘活。把美丽乡村打

造成宜居宜游的“鸟巢”，蕴含着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增进百姓福祉、推
动产业升级的深刻用意，折射了省委、
省政府着眼全局、系统化推进“百镇千
村”建设的治理理念。从脱贫攻坚到
全域旅游，从“五网”建设到“候鸟鸟
巢”……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在融
合互动发展中，作用愈发重要，势头日
渐高涨。我们要深刻认识美丽乡村建
设的重要性，从发展全局出发，科学部
署，系统谋划，推动海南成为岛内居民
和岛外游客的共有家园。我们相信，
向着宜居宜游“鸟巢”迈进的美丽乡
村，必将极大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必
将快速推动“三大愿景”的实现。

把美丽乡村打造成宜居宜游的“鸟巢”

当你驾车时，若看见浮在马路
上的斑马线是否会吓一跳？近日，
陕西省榆林市建业大道高新完全
中学路口绘制了两处3D斑马线，
呈现出立体效果，远看如同设置了
路障，十分醒目。据媒体报道，这
个路口因为路段偏僻，所以车辆行
驶速度较快，因此交警部门设置了
如此斑马线，以促使驾驶员提前减
速慢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规避发生在斑马线上的交通事
故有了新招数。近年来，上海、北
京、内蒙古、江苏等地的部分城市在

主要街道也都设置了3D斑马线，
强烈的视觉冲击，确实收到了机动
车提前减速慢行、行人自觉走斑马
线的效果。如同礼让斑马线入驾
考，设置3D斑马线不失为交管部
门整治交通、减少安全事故的好办
法。这正是：

立体效果斑马线，
慢行减速早提前；
人来车往各相宜，
安全通行少事端。

（图/王铎 文/邓瑜）

喜见立体斑马线

为了缓解停车难题，从今年初开
始，江苏溧阳市试水“共享停车场”，让
有条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将停车
场错时开放，和周边居民共享停车
位。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5 个机关事
业单位、2个社会单位以及1所中学，
作为试点单位先行对外免费开放停车
场。（7月4日《现代快报》）

城市里机动车越来越多，停车位
供不应求。实际上，虽然每个城市都
面临停车难题，但停车位暂时性空置
也是普遍现象。比如晚间小区的停车
位紧张，但单位的停车位大多空着；反
之，白天单位的停车位紧张，小区的很
多停车位却空置着。想方设法让停车
位“物尽其用”，提高使用率，无疑是缓
解城市停车难的一个抓手。

溧阳市试行的“共享停车场”，无
疑让停车位白天晚上都被充分利用起
来了，唯一增加的不过是各单位门卫
的工作量。而根据溧阳市的规定，“共
享停车场”属于公益性质，对外免费开
放，不承担车辆被盗、损毁等法律责

任，即单位没有看护车辆的义务。这
样，既不给各单位门卫增加太多工作
量，又能让停车位“物尽其用”，缓解了
停车难问题，何乐而不为？

由“共享停车场”，笔者想到了两
件事：一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政府机
关大院定期向公众开放；二是许多地
方的机关事业单位开放了内部厕所，
以解决行人的如厕难题。由这两件
事，加上近年来分享、共享观念渐入人
心，机关事业单位开放停车场，可以说
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新生事物难免伴随各种问题，“共
享停车场”同样如此，比如有的私家车
到了上班时间仍未开走，给单位工作
人员停车带来不便。这就需要共享者
提高自觉性，对“共享停车场”这个新
生事物倍加珍惜、呵护。

“共享停车场”且试且推广。不能
因为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因噎废食，在
停车难的背景下，“共享停车场”具有
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发展空间，希望更
多机关事业单位带好头，更多社会单
位效仿之，希望这种共享模式不断完
善成熟，逐步在全国各地推广。

(浦江潮)

“共享停车场”且试且推广
“大女主戏”
该降降温了

近日，《楚乔传》在湖南卫视热
播。这部电视剧展现了西魏年间一个
女奴成长为女将军拯救百姓的故事，
收视率节节攀升，证明市场再一次为

“大女主戏”买了单。
所谓“大女主戏”，是指以女主角为

剧情核心，由多名男性角色助力其成长，
最终让女主角走向人生巅峰的剧作。而
对“大女主戏”作一番梳理，不难发现，这
类剧集大多缺乏历史和事实依据。

在影视剧收视人群达亿万之众、点
击率动辄破十亿的当下，创作缺乏的是
格局和境界的提升。好的女性题材，有
助于展现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变迁，提
升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同，关照人类自
身精神的成长。而聚焦宫闱斗争和奇
情的“大女主戏”，抛却光鲜亮丽的外
衣，却难掩其空虚的内里。一拥而上是
对历史真实的侵蚀，对荧屏生态平衡的
破坏。眼下火热的女性题材作品，应适
当降降温，思考一下突破的方向了。

（摘编于7月4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