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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WUFABU政务发布

8 月 30 日，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发布上半年业绩数
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恒大总资产达9999.2亿
（人民币，下同），较2015年年底上升32.1%，规模全国第
一，国内首家万亿总资产房企诞生。公告显示，2016 年
上半年，恒大合约销售额、合约销售面积、合约销售均价
齐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量价齐升。

数据：总资产达万亿 规模居全国第一

恒大上半年业绩数据中的另一大看点则是，恒大
总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国内首家撞线万亿级的
企业。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恒大总资产达 9999.2
亿元人民币，较 2015 年年底上升 32.1%，规模已跃居
全国第一。

业绩的高速增长为恒大带来充裕现金流。恒大上半
年业绩进一步显示，截至上半年，现金余额2120亿，较去
年底增 29.3%，达到上市以来最高水平，超万科、中海之
和，继续位列行业第一。连同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
1260.1亿，恒大可动用资金合计3380.1亿。

公开信息显示，上半年，恒大在建项目 379 个，在建
面积 6855 万平米、新开工面积 2369 万平米、竣工面积
1375万平米；新开盘项目38个，在售项目395个。同时，
恒大项目土地原值为 2595 亿，世邦魏利仕对此估值
5700.1亿，增值率148%。

2016年上半年，恒大合约销售额、合约销售面积、合

约销售均价齐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量价齐升。其中，合
约销售额 1417.8 亿，同比增 62.8%；合约销售面积 1661
万平，全国第一，同比增45.9%；合约销售均价8538元/平
方米，同比增11.5%。

业内：恒大已超越万科 成为行业第一

根据国内权威研究机构克而瑞 8 月 31 日发布的
2016 年 1-8 月权益销售榜单，中国恒大（HK.3333）累计
权益销售额 2237.5 亿元，位列全国第一，万科以 1709.4
亿排名第二。相关人士表示，权益销售额是房企按项目
持股比例应占的销售额。近年来，房企合作开发项目越
来越多，但部分房企在统计销售额时并未剔除非权益部
分，未能真实反映其实际销售额。权益销售额是房企销
售业绩最真实的反映，更客观地显示了房企真正的实力。

数据显示，恒大今年上半年业绩数据均超越万科：总
资产、营业额、核心业务利润、现金余额分别较万科高
2876亿、127亿、24.8亿、1401亿。恒大前八月权益销售
额较万科高528.1亿，业内普遍认为，恒大已全面超越万
科，成为行业第一。

今年 7 月，恒大以 1331.3 亿的营收入选《财富》2016
世界 500 强，位列中国 500 强 43 位，成为全球地产业唯
一一家仅用 20 年即跻身世界 500 强的民营企业。分析
认为，恒大销售额不断攀升将推动其营收再创新高，预计
其未来在世界500强的排名将大幅提升。

研究机构认为，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行
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中小房企生存空间正被挤压，
大型房企优势继续扩大，市场优胜劣汰加剧，强者恒
强大者愈大。 邹传科

手握2120亿现金 达上市以来最高水平

恒大前八月权益销售额全国第一 超万科528亿

今后，外地游客来合肥旅游，可先参观
包公文化园，再去逛逛宋街，接着尝一尝合
肥最有名的小龙虾，最后去壘街泡吧、吃宵
夜……记者 9 月 1 日从合肥市规划局了解
到，芜湖路至宁国路整体改造已被列入合肥
市2016年计划建设项目。改造后的芜湖路
至宁国路将成为合肥最具历史文化氛围的
特色街区之一。

芜湖路将牵手宁国路组成特色街区

规划中的芜湖路-宁国路特色街区究
竟是哪一段？据合肥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主要为芜湖路徽州大道至马鞍山路段
以及宁国路全线，全长约4.5公里，规划总面
积91.3公顷。

建设的重点是围绕“一园两坊一街”展
开，拟将其统筹打造成为综合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特色街区。

据悉，目前项目方案已经完成，特别是
包公文化园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完
善，更加成熟。

宁国路北段欲变身为宋街

前文中所提到的“一园两坊一街”是指
啥？据介绍，“一园”指的就是包公文化园，
在改造中，合肥市将对包公园的绿化及旅游
设施等细节进行全面提升。

“两坊一街”指的是宋街、壘街以及龙
虾一条街。而宋街所在的区域就是宁国路
的芜湖路至南一环路段。

“包公是北宋时期的历史名人，包公
祠、清风阁等也是仿宋建筑。因此，我们计
划将宁国路北段沿街建筑也改造成仿宋风
格。当然，不可能整条路段都会按仿宋建筑
来改造，而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来分
段改造。”

省地质博物馆不再被“藏匿”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位于合肥市芜湖路
239号，与省图书馆和包公祠隔街相邻，占地
面积约 3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60 平方

米，其仿古建筑风格，曾为解放初期合肥市
四大标志型建筑之一。

2013 年，该馆已被合肥市列为 85 处不
可移动文物之一。但由于宁国路和芜湖路
交口西南角的路边均为商业门面以及餐饮
店面，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里面就是这处曾
经合肥的著名标志建筑。

据透露，此次改造规划中，就有意向将
沿街建筑拆除，改建为小型广场或城市绿
地，让省地质博物馆完全显露在路边，增强
这一区域的历史人文气息。

原名人馆及周边将建“半边街”

自从2015年10月，位于滨湖新区的全
新安徽名人馆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原有的位
于蜀山脚下的老安徽名人馆何去何从就备
受关注。

早在 2013 年，合肥市出台的《大蜀山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及近期整治整改规划
设计方案》中就提到，安徽名人馆老馆将
改成游客服务中心。随着新馆已经开放
整整一年，老馆则渐渐淡出市民们的视
线，改造也一直停留在图纸上，成为被遗
忘的角落。

不过，大家不用着急，大蜀山森林公园
的脚下将新添一条特色街区——半边街，
而这条特色街区正是对老安徽名人馆进行
改造。

据悉，新建的项目为大蜀山森林公园
半边街项目，将依托现有的蜀山森林公园打
造，坐标为原安徽名人馆馆址、附属长廊及
相关周边区域。半边街北接长江西路，南连
环山路，全长 420 米，本次改造 280 米，主要
是改造原名人馆建筑等，完善蜀山森林公园
游客服务中心，和文化、生活配套，提升区域
景观品质。

据透露，半边街项目规划设计基本完
成，由于施工量不是很大，最快可于今年年
内完成改造。今后去大蜀山爬山健身的朋
友将多一个好去处，不但可以爬山锻炼身
体，下山后，还有街可逛。

合肥十余条道路列入精品城市建设项目

长江路将换新颜 宁国路将变身宋街

黄山路精品化改造本月启动

根据计划，今年合肥市将要实施打造的市级
精品道路共有9条，总长度达到71.29公里。

即将启动精品化道路改造的是黄山路。据介
绍，本次进行改造的黄山路，西起玉兰大道，东至
宁国路，总长 9.6 公里。目前，总体方案已完成。
其中，示范段——黄山路（肥西路~金寨路段）设计
施工图完成，预计本月开工建设；剩余路段正在进
行施工图纸设计。

长江中路将迎来再度优化

作为“安徽第一路”，合肥长江中路的每次变
身总是备受关注。伴随着地铁二号线修建即将进
入收官阶段，长江中路的再次改造也被列入日程。

本次进行精品化改造的长江中路项目，西起
环城西路，东至马鞍山路，全长 3 公里。道路红线
规划60米，实施46米，周边用地以商业、居住及行
政办公用地为主。总体目标是打造一条“历史之
源、时尚之美”的标志性景观大道。目前，道路交
通、景观部分方案已审查。

据合肥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长江
中路改造不会大拆大建，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
行优化。因此，长江路中路担负的首要使命仍然
是交通主干道，其次是商业、历史文化的连接线。

包河大道收费站附近欲全面改造

马鞍山路将挖掘地域文化打造都市展廊，以
“文化”主题挖掘地域文化展示该路段特色，在现
有绿化基础上提升现状绿化品质，主要树种及行
道树保留，补充地被及乔灌木，见缝插绿，增花添
色，由于该路除地面道路外，上方还有高架桥，因
此不仅注重对地面景观的提升，还要结合高架立
面的提升同步进行。

记者了解到，在包河大道收费站附近，由于高
铁、高速公路穿行而过，各种立交桥林立，还有很
多空旷区域可以做文章。合肥市计划在这些区域
添加人行天桥、可供临时停车的小型广场、绿化带
和雕塑及淝河生态公园。

皖河支路将修建停车场，取缔路边泊车

如今作为蜀山区一条餐饮街，皖河支路给人
的印象是乱停车、环境差，不过这种印象有望在今
年年底即被打破，总长度约 0.55 公里的皖河支路
（石台路—潜山路）将以沿街立面改造为主要手
段，完善公共基础服务设施，通过增加花廊、取消
原有的路边停车，对整条道路环境进行提升，在短
期内打造成一条活力、有序、魅力的精品道路。

据介绍，目前根据初步设计专家评审意见修
改完善后上报审批，同步开展施工图编制，一切顺
利的话，有望在年底前完成改造。

半汤大道：

总长度约 5.2 公里，设计中充分利用现状优势，挖掘地方特
色，完善景观设计，丰富植物种类，造成集设计、建设、管理及养护
并重的特色道路，展现半汤温泉文化和历史建筑风貌，目前部分
节点景观提升工程竣工，年底示范段竣工。

东一环（板桥河—屯溪路桥段）：

总长度约5.24公里，道路两旁建筑立面更换饰面，统一风格，
提升质感，亮化街道。目前完成专家评审，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芜湖路：

芜湖路（金寨路—南一环路）总长度约0.93公里，吸收借鉴成
功的街区改造案例，遵循城市大建设格局，结合自身现状条件，建

设改造芜湖路精品街区。目前施工图正在审图。

寿春路：

道路改造范围西起六安路东至胜利路，全长约1.76公里。由
于受道路红线宽度所限，本次改造无法对道路断面做太大的变
化，主要是进行改造优化，消除交通瓶颈，改造重要节点，提升通
行能力，改善通行条件，注重细节设计，打造精品道路。道路方案
正在进一步完善。

徽州大道：

本次改造的是环城路至十五里河段，全长8.5公里。改造以
关键建筑为设计核心，综合提升整治周边空间环境，营造具有时
代记忆的庐州印象，体现老合肥的宜居宜业的情怀。目前，该工
程已完成设计、建立招标工作，初步方案基本完成。

9月1日，记者从合肥市规划局获悉，合肥开
始启动2016年精品城市建设计划。其中，长江中
路、黄山路、马鞍山路、芜湖路等主干道被列入。
据悉，合肥市共将9条市级精品道路、6条区级精
品道路、11个特色街区项目列入今年大建设计划。

□记者 祝亮

合肥多条道路走品质路线
按照“一街一特色、一路一主题”要求，合肥市

近年逐步在加强城市立面景观综合整治，并启动
了一批精品道路的设计工作。

那么，精品道路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据合肥
市城建部门的相关人士介绍，精品道路的交通要
优化，涉及沿途交叉口渠化优化、公交站点的改
造、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升级等，“最终让
人们的出行变得更便捷，也更加规范有序。”与此
同时，道路沿线的各类建筑也得拾掇一下，包括让
老旧立面改新，沿街立面、山墙面和屋顶遮挡与改
造，店招店牌统一样式等。另外，道路的街头游园
将规划提升、人行道及车行道要增加绿化，沿线杆
管线、箱体等市政设施要么入地、要么与街景结合
起来。

【精品改造】

【其余部分改造道路】

【特色街区】

宁国路将变身宋街省地质博物馆渴望“重见天日”

芜湖路

芜湖路—宁国路

东一环路徽州大道

马鞍山路

长江中路

寿春路 皖河支路 半汤大道 半边街

黄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