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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深陷维权潮，短期偿债压力陡增

典型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

太原阳光城翡丽湾原计划于 6

料等问题引发了一场维权冲突，遭
到业主拒绝收房。
“买房的时候承诺中户花园面
积有 60 平方米， 现在实际只有 13
平方米左右； 边户承诺有 150 平方
米，实际只有不到 50 平方米，车位
只能停半辆车。”业主代表陈先生表

仅今年以来，阳光城就已在上海、厦门、太原等多地遭遇业主
维权，维权原因主要有擅改规划、侵占公共绿地、建筑用材存
在安全隐患、学区房宣传涉嫌欺诈等。
2012 年初以来，阳光城依托
大本营福州， 正式开始全国化战
略布局，并形成了“2+X”的区域

据了解， 太原业主维权并非个
月 18 日交付，却因花园、车位面积
缩水，人车不分流，使用劣质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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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周转低成本”模式遭疑

阳光城“高周转低成本”战略现隐忧
本报记者 张家振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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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仅今年，阳光城集团在上海、厦
门及太原等多地的项目先后遭遇业
主维权，无疑给阳光城“高周转、低
成本”的运作模式敲响了警钟。

扩张格局。

对于相关疑问，《中国经营报》

速开发，快速去化，从拿地到销售
的建设开发周期 一 般 在 6 到 8
个月内。
不过，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之

阳光城集团所谓
“
2+X”，2 是

下，阳光城激进扩张的态势明显慢

指大福建、长三角两大区域，X 是
指多个潜力城市。 阳光城集团方

了很多。 克尔瑞研究显示，相比于
2012 年和 2013 年， 阳光城 2014

记者致电阳光城集团品牌部曾姓负
责人，得到回复称：
“
按照集团规定，

面表示，2014 年，公司
“
2+X”的全

年在土地市场投入明显减少，新增

新区域布局成功实施， 长三角成

土地储备仅 35.43 万平方米，拿地

地方事宜由地方公司负责， 需要联
系地方公司营销总监。”太原阳光城

效初显， 与大福建共同成为公司
名副其实的战略驱动
“
双引擎”。

金额与销售金额比仅为 0.16，而这
一数字在 2013 年是 0.62。

翡丽湾一位吴姓营销总监对记者表
示， 目前公司正在收集业主诉求以

数据显示，2014 年， 公司房

“阳光城经过前两年大量拿

频遭维权

地产主业实现营业收入 130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67%；结
算面积 120.64 万平方米，比上年
同期增长约 82.04%。

地后， 目前土地储备足够未来
2~3 年的开发需求， 在销售遇阻
的情况下考虑到周转降低导致存
货积压的隐忧故而放弃拿地，以

引发业主维权主要是因为花园面积和车位面积缩水严重，与样板间和公司之前的宣传存在较大出入。

今年，在“2+X”的基础上，培
育京津冀成为重要引擎区域提上

求良好的运营状况。”克尔瑞研究
员表示。

示，得知业主因此要求退房后，开发
商迅速更改了样板间花园面积，是

协调解决。

厦门阳光城翡丽湾小区
“
破坏绿地，变更规划，扩建别墅区围墙”，近 1000 平方米公共绿地变成了
私家庭院引发业主十余次维权行动。 图为业主维权现场。

日程，升级为“3+X”战略。

负债率居高不下， 短期债务

公开资料显示，阳光城翡丽湾

板填充， 遇火很容易燃烧，
“有严重

丽湾也因公共绿地被侵占而遭遇业

日， 经历多次维权的业主再次聚集

然而，规模扩张得越快，因各

激增也是阳光城集团不得不面对

位于太原市滨河西路与迎宾路交汇
处，目前一期 46 栋、共 280 套法式

的安全和消防隐患”。
不过， 太原新南城房地产开发

主多次维权。
据《厦门日报》报道，引发业主

到售楼部维权，并引发冲突事件，造
成两名业主被打伤入院的后果。

种问题导致的纠纷也越多。据媒体
报道，仅今年以来，阳光城就已在

的问题。 数据显示，2014 年企业
的净负债率为 254%，2015 年 一

联排别墅已全部售罄， 面积区间
300~350 平方米， 项目由阳光城集

有限公司对业主的诉求并不认同，
“根据规划报
并对业主诉求复函称：

维权的根源在于， 小区原来规划的
近 1000 平方米公共绿地变成了私

6 月 21 日， 阳光城厦门翡丽湾
物业服务中心就冲突事件发出公开

上海、厦门、太原等多地遭遇业主
维权， 维权原因主要有擅改规划、

季度企业的净负债率为 240% 。
“从结构上分解企业财务就不难

团投资，太原新南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

建要求，每户提供一个车位，我公司
严格按图施工； 小区人车公用的道

家庭院， 并分摊给了小区的别墅。
“原本规划的中间绿地也分给通道

信称， 业主对交房现场进行恶意喷
涂、破坏并阻挠其他业主办理交房手

侵占公共绿地、建筑用材存在安全
隐患、学区房宣传涉嫌欺诈等。

发现企业的短期债务集中爆发、
现金覆盖能力不足的问题”。

据了解，引发业主维权主要是
因为花园面积和车位面积缩水严

路交通方式满足相关设计规范；房

重， 与样板间和公司之前的宣传存
在较大出入。

两旁的别墅做院子， 整个别墅区变
成了与高层隔离的封闭区域。 ”
事实上， 根据业主提供的材料
显示，早在今年 1 月初，厦门市规划

续，强行冲闯售楼处、办公区，打砸损

屋门窗用料符合合同要求， 配套设
施具备合同约定交付条件。 ”
对此， 陈先生表示：
“阳光城并

毁办公区域桌椅绿植，破坏监控装置
等设备。“
寻衅滋事并非合理解决问
题的方式，希望业主通过合理合法的

易居智库研究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 房企若是出现房屋
质量问题，那么会有多种原因。第
一， 房企在业务开发方面比较偏

克尔瑞表示，2014 年阳光城
短期债务激增主要有两方面原
因，一是债务到期，二是新增短
期借贷增多。“因为阳光城的借

“买房的时候承诺中户花园面
积有 60 平方米， 现在实际只有 13
平方米左右； 边户承诺有 150 平方

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从最早
维权至今已过去了 3 个多月， 新南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每次都答复

局就认定阳光城翡丽湾“
未按审批
图纸施工”存在违法建设行为，并函
告厦门市翔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任何非理性过激
动作导致的违法行为，必将为其所作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

重拿地等前端环节， 往往忽视了
建筑项目和后续物业维护保养的
环节。第二，很多子公司若拥有比

贷中 1~2 年的短期融资情况非
常普遍， 在 2014 年披露的信托
及基金融资中，10 笔融资全部在

米，实际只有不到 60 平方米，车位
只能停半辆车。 ”业主代表陈先生

说向总公司汇报情况再予以解决，
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

局依法查处。
厦门市翔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 阳光城高周转的模式下出现

较大的开发权力， 那么项目运作
方面可能就比较随意， 这可能会

2 年以内，最短的期限为 6 个月。
因此，很容易造成企业新债偿旧

表示，得知业主因此要求退房后，开
发商太原新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
样板间只是作为展示使用，不
可能和销售房屋做的一模一样。 花

法局先后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指出， 阳光城

项目质量问题， 往往会因为加快项
目工程进度以及加快销售业绩，对

有各类逾越总部企业规定的做
法。第三，具体开发环节中的权责

债的局面，而实际用于发展的资
金有限。 ”

司迅速更改了样板间花园面积，是
典型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

园、 车库面积都是按设计要求建设
并不存在问题， 阳台使用的聚苯板

（厦门） 置业有限公司未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
破坏绿地，

具体项目疏于管理。另外，此类问题
曝光，其公司似乎敏感性不高，实际

并不一致， 所以项目建设偷工减
料难以追责， 这也是目前房企项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财务
环境，阳光城提出通过“搭建融

此外，据业主介绍，阳光城翡丽
湾还面临“阳台使用低密度聚苯板

材料经检测符合要求。”太原阳光城
翡丽湾一位吴姓营销总监告诉本报

变更规划，扩建别墅区围墙”，并要求
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设置地块拟道

上公关危机的处理能力也是房企品
牌掌控能力的具体体现。 如果不做

目开发需要警惕的一个风险。
此外，阳光城集团“高周转、

资平台，广泛建立资金池；灵活
进行股债结合， 降低资金成本”

填充，材料不达标”的质疑。 陈先生
提供的照片显示，在仿石漆的遮掩
之下，窗台下沿内部全部采用聚苯

记者。

路，将消防扑救场地改为植草砖。

低成本” 的运营策略也正遭受挑

的方式为公司实现快速发展提

与太原阳光城翡丽湾业主的遭
遇类似， 远在福建厦门的阳光城翡

执法机关处罚、 媒体报道等并
未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6 月 12

公开的承诺， 甚至认为此类问题并
不影响战略扩张， 那么就是一种很
错误的想法。

战。在项目开发周期上，阳光城曾
以
“
短平快”著称，取得项目后，快

供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开启
多元化扩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