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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地主体来看，9月22日三批次供地

的“先遣队”仍以央企和国企为主，而民企方

面仅龙湖补仓。此次，龙湖联合天竺房地产

以24.3亿元底价竞得顺义新城0320地块。该

地块用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用地，建筑用地

面积约11.07万平方米，楼面价约2.19万元/

平方米，销售指导价为4.6万元/平方米。

对于此次补仓，龙湖方面并未做过多透

露。但包括北京链家研究院分析师岳微在内

的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房企拿地策略各有侧

重，已竞得企业均表现出区域深耕的趋势。

龙湖在顺义拥有打造商业及住宅项目的丰

富经验，此次联合顺义本地企业天竺地产，

体现出较强的区域深耕性。

北京二批次集中供地，彼时尽管有民企

现身，但最终只有龙湖有所斩获，其与北京

建工以联合体的方式底价竞得丰台东河沿

0011地块。

密云、亦庄区企托底

除了龙湖，起始价格最低的为密云水源

路南侧MY00-0104-6054地块，该地块用

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用地，建筑用地面积约

2万平方米，起始价为1.8亿元，楼面价约0.9

万元/平方米。根据出让文件，该地块设定土

地合理上限价格为2.07亿元，销售指导价为

3.1万元/平方米，地块本身无任何配建。最

终，上述地块由北京众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1.8亿元底价摘得。

天眼查显示，北京众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7年，由北京市太阳投资管理

公司与北京密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持股

80%和20%，其中前者又隶属于北京密云经

济技术开发区。

无独有偶，本次三批次供地中经开区唯

一一宗地块也同样以区属国企托底成交。该

地块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0510

街区YZ00-0510-0033地块，用地性质为

R2二类居住用地，仅获得一次报价，最终北

京亦庄博润置业有限公司和北京亦庄久筑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以14.3亿元底价

摘得。

天眼查显示，北京亦庄博润置业有限公

司为北京亦庄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亦庄久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大股东

为亦庄国际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拿地的两家

公司均为亦庄投资控股的孙公司，隶属于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对此，一位参与前期土储征收的监管人

士透露，区企托底，一方面保证地块成功出

让，另一方面，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更能保障

成品房的销售与交付。

“像亦庄这两个企业，实力都是很强的，

一家工程一家投资，分工很明确，资金实力

也很强，这样的企业拿地后，凭借对区内市场

的熟悉程度，项目的销售应该不会很难。”上

述监管人士透露，与市场纯粹猜测的“卖不出

去”才托底不同，类似亦庄这样经济发展较好

的区域，区企拿地也会有更多的交付考虑。

同样的情况也将出现在9月23日海淀热

门地块的出让中。根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曾

经出品过圆明天颂的海淀区企海开也报名

参与了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的0013地块、

0015，只不过由于海淀地块历来抢手，海开

最终能否成功战胜中海、华润、中建等一众

强敌，还需拭目以待。

五里坨时隔五年“补货”

2022年北京第三批次集中供地的18宗

地块，分别为丰台区4宗，海淀区3宗，顺义

区、密云区、房山区各2宗，经开区、通州区、

大兴区、石景山区、昌平区各1宗。作为热门

区域的海淀、丰台等8宗地块成功晋级，城六

区中仅石景山1宗地块以底价成交。

石景山五里坨1602-648、1602-650地

块，用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用地、F3其他类

多功能用地，建筑用地面积约9.96万平方米，

起始价为22.7亿元，楼面价约2.28万元/平方

米。根据出让文件，该地块销售指导价为6.2

万元/平方米，650地块为F3其他类多功能用

地，规划建筑规模约4.3万平方米。最终该地

块由重庆中交丽景置业有限公司以22.7亿

元摘得。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石景山五里坨时

隔五年的再次“上新”。

2017年11月的土拍，在石景山五里坨片

区产生了三个知名项目：西府海棠、翡翠山

晓、五里春秋，目前三个项目售卖均已接近

尾声，此次供应也可谓及时“补货”。6.2万元/

平方米的销售指导价，也较上述三个项目上

涨了约15%。

岳微称，限竞房时期，五里坨地区由

万科、绿城、远洋三家开发企业主力建设

商业综合体及限竞房住宅；商品住宅时

期，中交承担五里坨地区城市更新项目，

建设中交·智慧公元，未来将打造集居住、

超市、娱乐、购物、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中交

生态智慧城。

安居客李震表示，近些年北京五环外土

地占整体土地供应近八成，也是目前新房库

存量最多的区域。激烈竞争之下，除了海淀

永丰、昌平生命科学园这样的产业强势板

块，多数房企对远郊土地越来越谨慎。双重

博弈之下，未来土拍或许会有更多主城区优

质地块出现。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

北京商报讯（记者赵博宇）9月22日，据

北京市教委网站显示，北京市教委等11部门

于近日印发《北京市“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鼓励有

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3-6岁幼儿入园基础

上，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

同时，《计划》还在提高学前入园率和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上提出目标要求，明确到2025

年，北京市学前三年入园率保持在90%以

上，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

从具体措施来看，《计划》提出充分考虑

出生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适时调整

各区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同时结合三孩

生育政策实施和区域实际，及时修订和调整

居住社区人口配套学位标准。多渠道增加普

惠性资源供给，发展公办幼儿园，扶持普惠

性民办园，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园，鼓励

非普惠性民办园发展，推动社区办园点转型

提升。

发掘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

儿，也将带来新的挑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在解读政策时指出，幼儿园

开设托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幼儿园怎么去

看待2-3岁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如果将这些

孩子当作幼儿园的普通孩子，对他们进行要

求是行不通的，幼儿园应该依据这一年龄段

孩子的特征提供服务。”储朝晖直言，现有时

期可利用已有的社会资源幼儿园提供托育

服务。但长期来看，托育机构还应该单独设

立、单独考虑。“我们常提到幼儿园要警惕小

学化的问题，那么以后托育又会不会出现幼

儿园化的问题？都需要审慎考虑。”

储朝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幼儿园托班

的出现并不会对现有的社会托育机构业态

造成冲击。“当下托育机构的数量实际上并

不足，不管是质量还是人力资源都处于欠

缺的状态。”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北京妇幼保健

与优生优育协会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委员

会此前发布的《2022年北京市托育行业发展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

12月31日，北京市内拥有520家托育机构，而

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0-4岁人数约

101.6万人，托位数不足的情况仍然存在。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相关政策后发现，在

本次《计划》发布之前，北京市已出台多项托

育方面的相关政策。2020年1月，北京市曾印

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此外，发展托育服务被纳入北

京市“十四五”规划；创建示范性托育机构同

样被纳入北京市2022年民生实事任务。2021

年8月，北京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委员会也

正式成立。政策之下，产业及机构的实践情

况如何？据《报告》显示，从目前北京市的托

育机构现状看来，专业托育机构仍是市场主

要服务提供方，幼儿园托班、家庭托育点、早

教机构托班、其他类型托育服务机构仍相对

较少。专业托育机构占北京市全部托育服务

机构的86.9%；幼儿园托班占比7.3%。

而为满足托育需要，北京也已开始探索

企业托育和老幼一体化托育等新模式。“发

展托育服务，还需要更多专业人才专业力量

的参与，政府应该加大扶持力度，在早期加

大投入，鼓励产业发展。”储朝晖表示。

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网显示，9月22日，北京今年第

三批次供地“先遣部队”———石景山五里坨、大兴西红门、房山佳世苑、

亦庄新城等10宗地因仅获得一次报价，最终以底价成交，总成交金额

156.8亿元，其中民企仅龙湖以联合体形式补仓，经开区、密云等出现区

属国企托底的局面。

9月23日包括海淀、丰台、昌平三区的8宗热门地块因获多家房企

报价进入现场竞价阶段。

部分京郊酒店民宿已满房

随着“十一”黄金周的临近，不少酒店、民宿

的价格已经开始飙升，预订量也在快速上涨。

北京商报记者从携程上看到，多家京郊

度假酒店“十一”期间的价格上升千元。以北

京海湾半山温泉酒店为例，豪华双床房10月1

日为4578元/晚，而9月22日则为2178元/晚，

上涨了2000多元。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

店豪华湖景套房10月1日为5987元/晚，9月22

日为4853元/ 晚。另外，位于昌平区的北京乐

多港万豪酒店9月22日阳台景观大床房的房

价为1166元/晚，而10月1日的房价则为2682

元/晚，价格上涨超一倍。

ClubMedJoyview北京延庆度假村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十一’期间酒店的预订

情况非常好，目前10月2日-5日已经基本满房了。”

同样，部分京郊民宿的价格也出现大幅

增长。“在‘十一’期间，我们民宿的别墅价格

分为三种，分别为7999元/晚、6999元/ 晚和

5999元/ 晚，相比平时的周末价格平均上浮

了20%。”富春山居山水民宿主理人■一

品表示，今年“十一”假期期间民宿预订情

况总体还是很可观的，目前10月1日-5日

已经满房。从客群来看，“十一”期间还是以

家庭为主。

从全国来看，酒店、民宿市场也在“十一”

黄金周稳步增长。同程旅行发布的《2022“十

一”假期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十一”

相关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72%，酒店搜索

热度上涨136%。受到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

响，本地游、周边游及省内短途游仍是假期出

行主流。此外，据木鸟民宿发布的数据，平台

近一周订单环比上周增长95%，随着国庆旺

季的临近，预计国庆假期民宿订单或将达到

2019年同期的1.7倍。

家宴市场“抢手”

在本地游成为“十一”假期主流的情况

下，家宴的预订就变得尤为火热。

■一品表示：“富春山居山水民宿推出了

‘井庄厨娘’私房菜套餐，10人桌餐非常适合

家庭出游的客人，高价位的套餐，还可以满足

15-20人一桌用餐。目前，客人对于套餐的需

求量很大，已经有些接不过来了。”针对家宴

的预订情况，延庆石光长城精品民宿老板贺

玉玲也说道：“‘十一’期间我们民宿推出了

6-8人以及10-12人的家宴套餐，有很多客人

都提前预订了，预订的情况也是非常好。”

还有酒店负责人表示，“由于今年‘十一’

假期恰好和重阳节重合，因此有不少预订家

宴的人”。一些酒店也做起了相关生意。北京

燕莎凯宾斯基饭店近日就推出了重阳节合家

欢早午餐，每位成人可邀请一位80岁及以上

老人共同用餐。此外，北京嘉里大酒店也即将

推出套餐产品。

在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

经济师赵焕焱看来，今年“十一”假期，各高端

酒店的客人主要以本地游客为主，城市休闲

度假带动了餐饮需求。同时，做家宴、推套餐

也是各酒店抢夺“十一”消费市场的手段，意

在进一步弥补现金流。

瞄准亲子探寻新玩法

相比于本地游的走热，今年跨省游市场

则遇冷。携程数据显示，从长线游来看，今年

“十一”机票人均单价同比去年下降5%；游客

乘坐飞机的平均航班里程较去年减少3%，出

行距离进一步缩短。另外，同程旅行结合近三

年“十一”假期期间机票价格走势分析发现，

“十一”假期出行的机票价格一般会在假期临

近时出现下降。

虽然长线游遇冷，但是亲子游、休闲户外

等为今年“十一”最热门的出行主题。同程旅

行数据显示，近一周内，“亲子游”相关搜索热

度上涨69%。适合亲子游玩的主题乐园、动植

物园、展览展馆等构成了“十一”假期的热门

景区类型。

面对即将到来的亲子出游高峰，有不少

市内高端商务酒店也在摩拳擦掌，推出众多

产品来吸引亲子客流。据了解，北京嘉里大酒

店打造了“小小飞行员”嘉享欢乐·2022十一

助航计划，同时，该计划的家庭度假套餐也同

步上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在今年的“十

一”黄金周，不论是市区还是郊区的酒店，其

实都还是有很大的可发挥空间。对于郊区酒

店而言，自然的亲和力更强一些，而对于城市

酒店来说，其实可以去做一些主题性的活动

来吸引亲子群体。可以结合酒店现有的一些

资源，推出文化类、体育类、体验类等活动，例

如美食节、做面包甜点、非遗手工等，此外，各

酒店还需要更多去思考主题活动的设计以及

宣传等方面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吴其芸

距离“十一”长假还有一

周时间，与以往不同的是，今

年“十一”假期长线游不再走

热，取而代之的是本地游成为

主角。9月22日，北京商报记者

通过多家OTA平台查询到，目

前京郊酒店、民宿呈现量价齐

涨的态势，热门酒店、民宿小

院价格相比平日翻了近一倍。

不仅房间预订火爆，家宴等套

餐也非常抢手。受疫情影响，

消费者更倾向于本地游、周边

游，与此同时，更多的本地玩

法也应运而生。

京郊酒店房价对比

豪华双床房10月1日：

4578元/晚
9月22日：2178元/晚

豪华湖景套房10月1日：

5987元/晚
9月22日：4853元/晚

阳台景观大床房10月1日：

2682元/晚
9月22日：1166元/晚

乐璟高级景观大床房

10月1日：3827元/晚
9月22日：1388元/晚

北京海湾半山温泉酒店 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

北京乐多港万豪酒店 ClubMedJoyview

北京延庆度假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