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0

编辑 / 童海华

地产

助理编辑 / 吴可仲

美编 / 刘红 实习校对 / 朱会珊 tonghaihua@cbnet.com.cn

611982653@qq.com

2015.9.14

B9

斥资近 400 亿元补仓一二线土储

上接

连下五地王 华润置地回归一二线

政策风险该谁承担

本报记者 张家振 北京报道

等多地拿下高价地块， 激进的拿地

节奏偶合的结果， 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策略也引发了市场对其财务风险和

土地储备补充。“
今年以来，华润置地

场对于未来开发风险增加的担忧。
CRIC 研究中心表示， 虽然华润置

业绩承压的质疑。

截至目前， 华润置地已先后斥

9 月 9 日，华润置地向《中国经营
报》记者发来一份澄清声明表示，上半
年在土地市场的表现是公司在稳健执

累计跟进项目超过 100 个，实际参与
竞买项目共 33 个，获取项目共 11 个，
其中总地价较高的 5 个项目均为与合
作伙伴联合获取。 ”华润置地表示。

地均采取合作拿地方式缓解资金压
力、分散开发销售风险，但高价地甚
“米粉贵过面
至是地王在手，总有些
包”的危险，对企业未来的开发运营

资近 400 亿元，在北京、上海、厦门

行投资策略之时与部分重点城市供地

不过， 高溢价拿地也引发了市

斥资近 400 亿元征战一二线城
市土地市场，拿下五幅高价地块，今
年 1~8 月，华润置地表现抢眼。

以及盈利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回归一二线意图明显
华润置地回归一线城市意向明显，去年同期一线城市新增土地建筑面积仅占 1%，今年则跨越式增长到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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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当初的投资协议

什么条件都答应， 根本不管是否

中， 为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双方约定，河东管委会拿出与投

存在法律和政策风险。 一旦风险

资额价值相等的土地作为担保
物。 若河东管委会三年还款到期

解决问题。 ”当地一政府系统人士
表示，遂宁市长已经换了五任，汇

后未履行还款承诺，60 日后，与
欠款等价格的土地归汇川科技

川科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杜碧海认为，违约方是河东

出现， 就没有领导愿意和敢于去

所有。 另外约定“河东新区不得

管委会，理应承担因违约而造成

以任何理由和借口改变土地价
格和拖延办证时间”， 否则每延

汇川科技的损失，由于河东管委
会未履行协议，当时抵押的土地

期一天，按 3000 元补偿投资方劳
务、旅差费用。

已大幅增值，而汇川科技却承受
了物价的大幅上涨、投资款严重

基于一线城市升值潜力较大，

对此，河东管委会提出，由于

华润置地在土地投资方面也显现出
明显的偏向。

土地抵押条款与国家法律、 法规
相抵触而无效，所以约定的
“投资
方劳务、旅差费用”也不予支付，

此外，在《协议》所订立的条
款中，“还款额度”的理解双方也
出现了分歧。 协议内容显示，双

但考虑到汇川科技多次往来协商
会谈的实际情况，可酌情在 10 万
元以内予以报销（提供发票）。
与国家政策相违背的是，

方经决算核定的投资工程款按
月计息，三年内还清本息，还款
额度为“第一年 25%， 第二年
35%，第三年 40%”。 投资回报为

2002 年 7 月 1 日国土资源部发布
规定，商业用地等都必须施行招拍

“第一年按还款额的 8%支付，第
二年 10%，第三年 12%”。

2015 年 8 月 28 日，湖北武汉，关山大

CRIC 研究中心分析认为，今
年前 7 月， 华润置地回归一线城市

道长江动力集团地块。 长动地块部分土
壤受到石油和重金属污染，投资总额达

意向明显， 去年同期一线城市新增

1700 万元的污染土壤治理“解毒工程”

土地建筑面积仅占 1%，今年则跨越

已经开始。 当日，华润置地以总价 47.2

式增长到四成。
资料显示，今年 1~8 月，华润置

亿元，获取武汉 P(2015)076 号光谷长

地共取得 11 幅地块，总地价近 400
亿元，土地主要分布于北京、上海等

面 地 价 8831 元 / 平 方 米 ， 溢 价

动地块， 总用地面积约 11.49 万方，楼
47.29%，刷新武昌单价地块记录。
本报资料室 / 图

一线城市及福州、 武汉等市场前景
良好的省会城市。
事实上，早在 2010 年由于一二
线城市严格执行限购、限贷政策，华
润置地基于其对市场形势的判断，

分表现较好的二三线城市” 的投资

根据华润置地 2015 中期业绩

显示， 今年 1~6 月实现签约额人民

策略，在今年表现尤为明显。
“华润置地加码一线城市的布

公告，上半年华润置地布局全国 53
个城市， 总土地储备计容建筑面积

币 370 亿元，按年增长 45%，目标完
成率 47%；1~7 月实现签约额人民

开始加速向三四线城市布局， 缩减
了其在一线城市的布局。
记者梳理发现，仅在 2010~2011

局，和其他房企一样，目的明确，反
映了积极的区域布局策略。 ”易居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有这
样一个策略调整的房企， 多半是进
行了反思， 后续对于一些三四线的

达 4215 万平方米， 其中开发物业
3647 万平方米，投资物业 568 万平
方米。华润置地称，土地储备总量能
满足未来三至五年的发展需求。
激进的拿地策略也引发了市场

币 487 亿元，按年增长 43%，目标完
成率 63%，“
公司有信心在年内完成
人民币 780 亿元的签约额目标。 ”
“整体来讲， 华润置地仍然会
积极地高度关注一线城市和省会

项目，可能会加快折价销售，目的是
为了快速回笼资金。 更重要的是，部
分毛利率低的项目， 可能会成为集
中突击去化的内容， 以防止后续经
营的失误。

对其财务风险激化、 业绩承压的担
忧。 根据最新数据， 截至今年 6 月
底， 华润置地总的有息负债是 923
亿元， 其中人民币的负债是 386 亿
元，占 42%；境外部分的港币、美元

城市， 还有一些有产业支撑的城
市，尤其是符合华润置地长期投资
方向的城市的土地情况，并积极地
参与。 ”在 8 月 24 日华润置地 2015
年中期业绩会上，华润置地执行董

随着一二线城市项目开发不断
加快， 毛利率正处在逐步回升的通

负债是 537 亿元，占 58%。
不过，华润置地回复本报记者称

事、副总裁唐勇表示，我们也观察
到了有些城市的土地拍出了相当

道中。华润置地表示，毛利率承压下
降是行业整体趋势， 华润置地上半
年 32.2%的综合毛利率水平处于行

“
财务政策稳健， 资产负债表健康”，
负债率方面总有息负债率、净有息负
债率分别为 42.3%和 39.4%与同期相

高的价格， 这隐藏了很多的风险，
所以华润置地在目前这个市场情
况下还是会保持一个理智的状态。

业较高水平，且较去年同期的 30.4%
有较显著的改善， 体现了公司整体
运营效率及成本管理能力的提升。

比稳中有降，维持行业较低水平。
华润置地表示， 签约额表现优
于行业平均水平及市场预期。 数据

另外从公司风险层面看，华润置地
仍然会保持一个健康的财务结构，
会控制负债比例。

两年间， 华润置地斥资近 400 亿元
先后进入 17 个城市， 其中 13 个为
省会级以下城市。
业内人士指出， 缘于此前对房
地产形势判断失误的拖累，华润置地
毛利率也出现持续下滑的局面。公开
资料显示，2011 年华润置地的毛利率
为 39.5%， 随后 2012 年 底 下 降 至
36.9%，2013 年则继续下降到 28.2%。
不过，这一战略随即得到调整。
2013 年，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热度
全面回暖， 三线城市的前景逐渐趋
弱的背景下， 华润置地根据行业市
场变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了
“深耕一二线重点城市、择机布局部

合作拿地缓解资金压力
虽然华润置地均采取合作拿地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分散开发降低风险，但高价地甚至是地王在手，总有些“米粉贵过面包”的危险。

贬值的实际损失。

挂，结束了土地协议出让的历史。

由于需要计算投资回报以

然而，这一说法令汇川科技

及利息的支付，所以不同的还款

无法接受。 据约定，遂宁抵押土
地价格为每亩 8 万元，在当时已

计算方式将出现不同的结果。汇
川科技认为应依据每年的剩余

经远高于市场价格。 而伴随经济
的发展，目前抵押土地已经接近
600 万元一亩。
这恰恰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

还款总额计算，而河东管委会则
要求按每年的还款额度计算。
根据记者的了解，在双方签
订的《协议》中，几乎每一项实质

资中存在的通病。“
引进企业时，

性条款均出现理解上的分歧。

法制环境是 PPP 运行前提
“在当下 PPP 如火如荼的发
展背景之下，遂宁的样本具有一

所、财务、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
的介入。 双方要依托这种合作关

定的借鉴意义。 ”有当地政府人
士分析称，作为广义的 PPP 模式
之一，遂宁的实例可谓走在了全

系， 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双赢或多
赢的局面。
8 月 26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国的前列，但由于当地政府的操
作过于“粗线条”，后期发生争议
又处理“迟缓”，给政府以及企业
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北京佳法律师事务所兰志学
律师分析认为，“
遂宁的案例反映
出商业思维与政府思维的碰撞，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与
会者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
程师柳长顺指出，“很多大项目不
是没回报机会，也不是缺乏资金，
而是操作有问题。 民企对收益权
等政策的持续性也有所顾虑，怕
的是最后投资泡汤。 ”

在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中， 双方是
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理应按照
市场化思维，摒弃政府思维，本着

“当初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
的很好，但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就
出现推诿、无人担责的局面，虽然

尊重合同的契约精神，以实现合
同目的为原则，如果双方发生争

我是遂宁人， 但已经不愿意回乡
投资了。 ”杜碧海在接受记者采访

议，通过协商无法解决，可走司法
途径予以解决。 ”

时亦表达了类似的心态：“作为民
营企业，与政府发生争议之后，现

中国财政学会 PPP 专委会
会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曾表示，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为

实中处于弱势，从开始接触至今，
已经历经五任领导， 纷争的解决
异常艰辛复杂。 ”
“法治环境的打造是 PPP 运
行的一个最重要前提。 PPP 与四
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以宪
行政’指导相呼应，是政府和非
政府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形成一

值得注意的是，华润置地在一线
城市的拿地成本颇高。数据显示，今年

更 是 高 达 34871 元 / 平 方 米 和
38062 元 / 平方米。

块，公司在深入可行性研究之后，与
合作伙伴联合竞得几宗总地价略高

北京孙河、东坝、石榴庄等高总价地
块。 华润置地表示， 据公开数据统

前 7 月成交总价已微超去年全年水
平，但新增土地规模仅为去年的 31%，

这也引发了市场担忧。 CRIC
研究中心报告称，一线占比加大，拉

的地块， 但楼面地价仍在可行性研
究范围之内。

计，2015 年以来， 全国土地成交总
价最高为广州海珠区广纸片区地

整体成交均价大幅飙升至 11679 元 /
平方米，同比涨幅高达 289%。

高拿地成本，地王或成
“烫手山芋”。
虽然华润置地均采取合作拿地方式

“
今年以来，华润置地累计跟进
项目超过 100 个， 实际参与竞买项

块，总价为 88.9 亿元；楼面单价最
高的为深圳福田区深南香蜜立交西

有媒体统计称，今年华润置地已
在全国土地市场接连拿下五个地王项
目，涉及北京、上海、福州、武汉等多个

缓解资金压力、分散开发降低风险，
但高价地甚至是地王在手， 总有些
“米粉贵过面包”的危险，对企业未

目共 33 个，获取项目共 11 个，其中
总地价较高的 5 个项目均为与合作
伙伴联合获取。”华润置地表示，
“截

北侧地块， 楼面单价为 7.77 万元 /
平方米。“
无论是土地成交总价还是
楼面单价， 华润置地单独或联合参

城市，并两度刷新上海地王纪录。
比如，1 月在北京丰台区竞得

来的开发运营以及盈利都提出了巨
大的挑战。

至 8 月底， 华润置地合同权益地价
约 220.2 亿元。 权益地价相比华润

与获取的地块都排名靠后。 ”
严跃进分析认为，“在短短时间

官一任、造福一方”，政府的考虑
是如何通过 PPP 项目，贯彻各个
地方政府、决策集团以最终确定
区域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作为
企业来说，在商言商，企业要找到

三幅宅地， 其中亚林西居住区一期
两幅地块楼板价在 25000 元 / 平方

对此，华润置地称，上半年在土
地市场的表现是公司在稳健执行投

置地 2015 年 780 亿元的签约目标
而言，仅占 28%，这在行业内属于正

内拿下 5 个地王项目，这个是后续的
经营风险点。 虽然从其本身来看，可

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 要形成和
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企业

个合作契约，他们是以平等的民
事主体的身份一起签字，然后按

米上下， 另一幅白盆窑地块楼板价
超 20000 元 / 平方米；3 月、6 月在

资策略之时与部分重点城市供地节
奏偶合的结果。今年，华润置地关注

常范围内的土地储备补充。 ”
针对局部城市土地竞拍市场可

能资金压力不大，但若后续此类地块
项目有竞争性的项目，那么高地价上

从 PPP 中发现投资回报，形成这
种伙伴关系，还需要一些专业机

照共同的承诺来实现契约里所
保证的风险承担，利益共享。 ”贾

上海接连拿下闸北“地王”，楼板价

的重点城市集中供应了部分优质地

能过热的预判， 并已放弃参与竞买

的项目竞争优势就无从可谈。 ”

构，比如律师事务所、设计师事务

康说。

碧桂园十里金滩：打造胶东半岛海上新城
本报记者 王金龙 海阳报道

掘金蓝色经济将成青岛后花园

“来到这地方就有留在这个地
方的想法。 ”一位北京来的房产购

“在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
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将建设‘两城
七区’9 大核心区，其中‘丁字湾海
上新城’就是两城之一，我们碧桂
园十里金滩项目就在‘丁字湾海上

艇产业、以及房地产产业，碧桂园十
里金滩项目的入驻正好迎合了“
丁
字湾海上新城”的发展规划。
一位山东房地产管理单位官
员向记者表示，在“丁字湾海上新

在看来， 当初的规划是正确的，碧
桂园的选择也是正确的，蓝色海洋
经济优势正在逐步的凸显。
对于上述官员的说法一位已经
在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购置房产的

到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地时发现
这里民风朴实，而且有“长寿岛”美
誉，因此，毫不犹豫地就选择在十
里金滩购置房产。
另外， 本报记者还获悉，在

阳，一小时就可往返青岛与海洋之
间，实现真正的
“海青双城”。
海阳市旅游局副局长刘文祥
就曾指出，海青城轨启动后，国际
滨海旅游城市青岛将会和“全国十

新城’的核心区域”，碧桂园十里金
滩项目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事实上，记者梳理“丁字湾海
上新城”的发展规划发现，该新城建
设的重点是海岸整治、湿地修复、游

城”规划之初，规划部门曾经担心
会不会有房地产公司在这里建房
子， 如果一旦没有房地产公司入
驻，那么所谓的“
丁字湾海上新城”
恐怕就要去掉这个“城”字，但是现

人士向记者表示， 碧桂园十里金滩
项目依山傍海， 拥有延绵十里稀缺
的原生沙滩， 在环境上具有明显的
优势。
另一方面，该人士亦称，在初

2014 年 4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已
经正式批复《环渤海地区山东省城
际轨道交通规划》， 其中将青岛—
海阳城际轨道列入 2020 年前实施
项目，届时轻轨站将连接青岛和海

佳旅游县”海阳将互联互通，海阳
的旅游度假产业必将迎来战略性
的升级，碧桂园十里金滩作为海阳
的重量级旅游景点，将成为青岛的
后花园。

“作为胶东半岛丁字湾崛起的
一座海上新城，除了自然旅游环境
的优势，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正逐

里金滩项目生活功能的逐步完善，
以及部分业主的入住， 为了丰富业
主和客户的社区文化娱乐生活，十

既然环境优美、 配套设施完
善，而且有延绵十里的海岸线以及
原生沙滩，那么房价究竟如何呢？

城市也需要发展， 帮助其加快城
镇化建设， 为当地人提供他们可
以买的起的房子就是碧桂园一直

房子。
对于这种说法，一位已经在十
里金滩项目购置房产的西安客户

步成为集休闲、娱乐、旅游度假为
一体的超大规模海上国际新城。 ”
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负责人向记

里金沙滩每年都会举办“
沙滩国际
啤酒节” 等大型活动满足业主及客
户娱乐所需。

对此，碧桂园十里金滩销售人
员向记者表示：“建老百姓买得起
的好房子这句话是我们碧桂园的

在做的事情。
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作为“丁
字湾海上新城”的核心地产，虽然占

向记者表示，作为北方人一直憧憬
能够在海边 拥 有 一 套 房 子 ，2014
年底以 6000 元每平方米购买的海

者表示，目前十里金滩项目除了住
宅以外还建成了数万平米牛津商
业街、大型生活连锁超市、主题酒

一位青岛游客向记者表示，在
旅游旺季期间，十里金滩吸引了大
量外地游客过来旅游，使得这里的

创始人杨国强先生所说的，也是我
们碧桂园人都在做的事业， 因此，
十里金滩房价一定给出的是能让

据环境、交通等多方面优势，但是房
价却相对于北上广低的多， 甚至低
于西部省份的房价， 这里以 1/3 青

景房目前已经随着十里金滩配套
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交通枢纽规
划升级而增值； 相信在不久的将

吧以及五星级标准酒店等多项配
套设施。
另外， 十里金滩已引入青医附
院海阳分院医疗中心， 并且伴随十

酒店十分紧张，好在十里金滩项目
距离青岛等周边城市交通便利，可
以白天在十里金滩游玩，晚上返回
青岛或者周边其他城市住宿。

老百姓接受的价格。 ”
该销售人士介绍称， 中国要
发展不能将目光只放在大城市，
除了北上广， 还有许多的二三线

岛市区的房价即可购买到价格性能
比较好的海滨社区， 即使买套海滩
度假房也不会超过青岛的房价，真
正为老百姓提供了可以买得起的好

来不管是十里金滩还是整个整个
“丁字湾海上新城”都会随着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优势逐渐
凸显。

房者如此评价碧桂园位于山东烟
台海阳的十里金滩房地产项目。
在房地产市场仍未回暖之时，
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究竟是如何
让购房者如此流连忘返。
对此，一位浸淫房地产数年的地
产业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这主要源于碧桂园十里金滩项目的战
略眼光和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
该人士表示，2011 年 1 月，国
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
展规划》， 胶东半岛将以海洋经济
为主题发展区域经济，总投资超过
千亿元。 碧桂园趁势入驻该区域，
随着海洋经济优势的不断增强，碧
桂园位于该区域的十里金滩项目
优势也逐渐凸显。
而作为胶东半岛丁字湾崛起的
一座海上新城， 除了自然旅游环境
的优势， 碧桂园按照新型城镇化的
要求， 正在将十里金滩打造成集休
闲、娱乐、旅游度假、居住为一体，医
疗、 教育等配套设施完善的海上国
际新城。

打造胶东半岛海上国际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