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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玉环县支行国有土

地使用权分割登记凭

证，凭证编号为：01035
号，土地坐落于玉环县

珠港镇城关东城路74、
75号，分割单元位置及

编号：①号楼第 1 层 E
套 ，土 地 分 摊 面 积 ：

21.94 平方米，房屋建

筑面积 56.24 平方米，

声明作废。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
生父母公告
某女，

估 2020 年

9 月 18 日

出 生 ，于

2020 年 9
月 18日被发现遗弃在

温岭市箬横镇文库路

66号门口（随身携带：

一块黑布包裹）。请孩

子的亲生父母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温岭

市社会福利中心联系，

联系地址：温岭市太平

街道康乐路 38 号，联

系 电 话 ： 0576-
86498505，即 日 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

被依法安置。

温岭市民政局

2021年1 月 14 日

2020楼市盘点·土地篇

2020年已经过去，回顾这一年，台州楼市虽然“稳”字当头，但也跌宕起伏。
年初，疫情突袭而来，楼市本该火热的返乡置业潮遭遇停摆；年中，复工后市场复苏，楼市热度几掀高潮；年末，政策收紧，市场开启冲刺模式，

迎来暖冬行情。
这一年涌现了哪些高光板块？有哪些楼盘成为市场热点？市场又有哪些风向性事件？特此推出《2020楼市盘点》系列报道，从市场成交、土地、

政策等方面，回顾2020台州楼市发生了哪些大事，并展望2021年的楼市走向。

编者按 >>>

本报记者陈赛娇

受疫情影响，年初，土地大范
围停拍；四五月份，市场复苏，房企
拿地热情高涨；下半年，调控收紧，
成交冷热不均。2020 年，台州的土
地市场可谓波澜起伏，最终，全市
共成交 161 宗土地（不包含工业用
地），出让总金额约463亿元。

翘尾收官

受前期调控、供应放缓影响，
2020年 12月，台州土地市场供应迎
来一波小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
市有28宗地块挂牌出让，最终，1宗
流拍，1 宗因故终止，26 宗成功出
让，总成交面积约 75.49公顷，总成
交价超62亿元。

尤其月底，土拍进入白热化状态。
去年 12 月 24 日，温岭太平街

道三星桥村、城东街道横湖桥村
TP030434 地块挂牌出让，经过 107
轮竞价，蓝光(金华市蓝优置业有限
公司)以 3.58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
11721元/平方米(未考虑配建、返还
等因素)，溢价 49.2%，无偿返还住
宅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

同日，黄岩东城街道联岛路南
侧地块经过 313轮竞价，由维科(宁
波维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交

价 6.53 亿元，成交楼面价 6906 元/
平方米(未考虑返还、配建等因素)，
溢价 34.9%，无偿返还住宅建筑面
积 9450平方米，刷新黄岩高铁新区
板块楼面价。

12月 29日，椒江区洪家街道中
心大道以东 JHJ060-0102地块吸引
约 30 家房企竞拍，经过近 3 个小
时，189 轮竞价，最终被方远斩获，
成交价 7.84 亿元，楼面价 6997 元/
平方米(未考虑配建、返还等因素)，
溢价 34.9%，无偿返还住宅建筑面
积27150平方米。

12月 30日，临海大洋街道柏叶
中路北侧、府园路东侧地块(洛河城
市综合体)成功出让。经过 3个多小
时，共 273轮竞价，伟星以 16.6亿元
封顶价竞得，成交楼面价 6032 元/
平方米(未考虑配建、返还等因素)，
溢价 40.7%，无偿返还住宅建筑面
积28500平方米。

12月 30日，三门县大湖塘新区
XC-02-02-06地块成功出让。经过
超 9个小时，503轮竞价，万星(杭州
淳拓房地产有限公司)以 3.723亿元
拍下，溢价 70.8%，成交楼面价 7978
元/平方米(未考虑配建等因素)，刷
新三门楼面价记录。

土地市场风云再起，开发商趁
年底土地供应量增加出手拿地属

“战略储备”，激烈的竞争局面，或

许也为 2021 年的市场提前做好了
铺垫。

亮点频现

回顾 2020年台州的土地市场，
1月实现“开门红”，共 24宗地块出
让，总成交金额超 51亿元；2月，受
疫情影响，土地挂牌量骤降；3月土
地出让频频终止，市场达到冰点，
仅 3宗地块成交，成交额约 2亿元；
随着复工，4月、5月土拍行情快速
恢复，热度攀升；6 月，土拍市场热
度全面爆发，成交超 108亿元；进入
下半年，“限价”成为土拍的关键
词，土地供应有所放缓，但开发商
的拿地热情不减。

在 2020 年的土地市场中，全
市楼面价最高的地块为临海大洋
街道双林南路东侧、朝庄西路南
侧地块，经过 223 轮竞价，被伟星
斩获，成交价格 16.7 亿元，成交楼
面价达 18235元/平方米(未考虑配
建 等 因 素)。该 地 块 从 挂 牌 之 日
起，就自带话题度：出让面积超百
亩，起拍价高达 10.8 亿元，位于临
海大洋板块，靠近在建的“熊出
没”小镇。

成交金额最高地块为温岭市
城西街道下洋应村地块，本土房企
浙江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23.1 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 17085
元/平方米，溢价 15.5%。该地块约
100亩的体量，位于九龙湖畔，周边
商业氛围浓郁、配套齐全、交通便
捷，区位优越，起始价就达20亿元。

此外，备受瞩目的还有椒江区
和合大道以南、富强路以东，富强路
以西住宅、商业、办公、酒店地块，华
鸿以 20.61亿元（含办公 100%自持
以及配建保障用房 3750平方米）竞
得。该地块属于热点板块椒江“一江
两岸”——江岸尚城总部集聚区，其
中 1栋地标建筑高度≥180米，最高
达230米，将塑造滨江封面。

下半年，“限地价+竞配建”成
为大趋势，“限价地”入场，房企拿
地难度超过以往，拿地之后的产品
打造与销售更考验功底。不过，新
规则并没有影响房企拿地的热情，
多宗土地竞拍时达到最高限价，转
向竞配建。

由 2020 年的土拍数据我们不
难推断出区域的发展势态。商贸核
心区、“一江两岸”板块、临海大洋
核心板块无疑是台州的热点板块，
台州湾新区也逐渐成为关注焦点。
此外，台州高铁新区、黄岩委羽山
板块、路桥飞龙湖板块等区域的发
展也令人期待。相信 2021 年，台州
土地市场依然会给大家呈现出不
俗的成绩。

全年出让总金额约463亿元

2020年台州土地市场
火热收官

本报讯（记者王依妮）1 月 11
日，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知识
产权局）发布上月台州市消费满意
度指数，综合指数为 86，与 2020 年
11月份的指数 84相比有所上升，市
场消费环境等级为“良”。

其中，六个商品和服务类别的
消费满意度指数呈现“二升三平一
降”，具体表现为：手机、家电商品和
服务的消费满意度指数上升明显，
汽车、食品商品和服务以及餐饮服
务的消费满意度与 2020 年 11 月份
的指数相比基本持平，市场消费环
境等级均为“良”。服装商品和服务
的消费满意度 72，与上一调查周期
相比有所下降，市场消费环境等级
为“一般”。

此外，上月，我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405件，举报
646件，投诉热点围绕食品（餐饮服

务）类、服装鞋类、汽车类、通讯产品
类、家用电器类等五大类别。

食品（餐饮服务）类主要投诉商
家出售的糖果发臭、大米生虫、糕点
过期等质量问题；餐饮店存在卫生
差、食用后身体不适等问题。

服装鞋类投诉集中在衣服存在
起球、掉毛，皮带皮面脱落，鞋子脱
胶、装饰品掉落等质量问题。

汽车类产品主要投诉汽车在保
修期内出现发动机故障、方向机异
响、喷油嘴故障等质量问题，或不履
行二手车售后三包等服务问题。

通讯产品类以三包期内手机无
法开机、屏幕开裂、无法通话等质量
问题，或手机多次维修未修好等问
题为投诉热点。

家用电器类投诉暖风机吹冷
风、热水器内胆漏水、冰箱不制冷、
电视机花屏等质量问题。

上月“台州市消费满意度指数”出炉

手机、家电类消费
满意度指数上升

本报记者施 炜

“台绣 TAISILK”作为集非遗刺
绣技艺与当代艺术于一体的本土文
化品牌，在 2020年浙江特色伴手礼
测评活动中，“和合花韵刺绣长巾”
这一款产品成功入选，成为台州入
选的6件产品之一。

这条真丝长巾，是因何夺得此
项荣誉的呢？

和合文化和传统刺绣
的完美交融

一花一叶，一针一线，一绣一
物，一巾一盒。“和合花韵刺绣长
巾”，比起流通的商品，它更像是一
件精美的艺术品，大气又优雅。

“材质亲肤，图案独特别致，包
装精致用心，款式丰富多样，通过台
绣纯手工刺绣形式来表现现代时尚
概念，集文化内涵、手工温度、艺术
品味、生活美学、实用舒适于一体。”
浙江台绣服饰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冼女士说。

看图案，朵朵簇簇，点点黄花像
铺在画卷上。和合花韵，指的是台州
市花——桂花。悠悠根藤山间蔓，黄

花朵朵吐芳妍。桂花满城之时，浓郁
的花香，是台州独有的韵味。

摸面料，是浙江特产优质的真
丝，光滑柔软，富有光泽，手感极佳。
作为伴手赠礼，凸显心意。

品工艺，台州刺绣作为中国民
间刺绣的一种独创，见证了早期中
西文化的交融。绣品经过款式设计、
花稿设计、凿花、开料、揩花、刺绣、
缝纫等多道工序，呈现于消费者面
前，是创作者思想的回响，是匠人一
针一线的岁月沉淀。

“在 55 厘米 x210 厘米规格的
尺寸里，‘和合花韵’将和合文化、
台州市花桂花、中国水墨写意与台
绣传统手工刺绣技艺巧妙融合，赋
予‘礼’更深层次的意义，尽显心意
之美、技艺之美、城市之美、文化之
美。”冼女士说，这无疑是一份承载
着独特用心和真挚祝福的贴心伴
手礼。

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台州刺绣，又名“雕平绣”“海门
雕绣”，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冼女士告诉记者，20世纪初，法
国仁爱会来海门天主教堂传教，向

教堂的女教徒和孤儿传授西方的
“雕镂”和“抽纱”技艺，俗称“天主堂
花”。经与台州传统手工刺绣的融合
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地域文化特
色的“海门雕绣（台州刺绣）”。

百年台州刺绣，历经三代传承，
现已发展成为拥有近三百种针法的
中国最具地域特色的绣种之一。

第三代传承人林霞，也是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她在保护传承发展
台州刺绣技艺的基础上，衍生出“纤
艺绣”，形成独具台州地域刺绣特色
的新流派，并创立了“台绣TAISILK”
文化品牌，构建起以台绣传统技艺
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链。

“台绣丝绸服饰不仅仅是以丝
绸为原料制作的商品，更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台绣刺绣技艺的载体。”
冼女士说，通过创意设计将台绣的
文化元素、技艺元素和艺术元素进
行萃取和转化，依托多样化的刺绣
服装、饰品、装饰品等创意产品，将
产品活化，可以让非遗融入现代生
活，实现由传统手工艺制造向文化
创意产业的转型升级。

台绣以文化为传承，以品牌为
载体，将刺绣推向技艺、感观与实用
的极致。

台绣：非遗手工刺绣技艺的
现代时尚呈现

《台州特色伴手礼》系列报道

日前，路桥区螺洋街道水滨村番茄
种植户余纪生正在大棚里管护。

水滨村本着“一村一品”的农业发
展思路，壮大传统番茄种植产业，同时
推广大棚种植技术，使得寒冬里照样种
出优质的番茄，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通讯员蒋友青摄

大棚番茄 寒冬增收

临海：志愿者助力冷链食品防控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冷链食品企业“三服务”活动实效，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志愿服务为新的发力点，通过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引导广大市民认码查询、
扫码消费，并督促进口冷链食品经营单位主动履行冷链物防主体责任，加快形
成对浙冷链系统的应用尽用和社会共治的格局。本次活动共发动志愿者近
100人次，服务指导消费者500多人。 本报通讯员张加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