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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不合理致两难境地

海口西海岸
区域价值
遭污染挑战

海南楼市：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
椰林沙影”“
碧海蓝天”的海南
也存在污染问题？现实确实如此。作
为海口地价最高的区域， 西海岸正
遭受污染问题的困扰。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实地走访

图为位于海口市西海岸的菩提树项目。

调查中了解到， 位于西海岸附近的
海口市港澳开发区长期排放废气、
烟雾、 污水等， 让周围居民苦不堪

本报记者周丽 / 摄影

又到了一年一度海南旅游
和地产最火爆的季节。 海南现状
如何？

“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受
访的业内专家这样评价海南楼市。
一方面是各大新项目如火

如荼的开工上马，另一方面是库
存压顶以及被加速淘汰出局的
中小房企。

价格短期难涨 中小房企加速出局
在库存和市场不景气等多重压力下，中小房企正在加速出局，
“
大鱼吃小鱼”仍将持续。

言，并四处投诉。
受访专家们表示， 污染问题如
果不能及时根除， 将影响整个区域
板块的价值。 而据当地知情人士透

中策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

目资源， 但资金压力等均迫切需要

海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房地产投资。 目前海南全省房地产库存面积约 3000 万平方米，去化
周期不乐观。

露， 受污染和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所
限，西海岸多个项目“不好卖”，去化
难度大。

经理胡建忠向记者透露，其熟识的
多个开发商朋友为了度过年关甚

引进实力企业合作。同时，众多已经
深耕海南或初入海南的大型房地产

多个项目受污染问题影响

CRIC 研 究 报 告 显 示 ， 在
2015 年经济结构上，以旅游为龙

快增长， 仍然是拉动全部投资加
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中，房地产

而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一
边是去库存， 一边是新增库存，

头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推动海南
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全省接
待游客总人数 4726.39 万人次，

开发投资完成 1539.16 亿元，同比
增长 23.4%。 锦城机构的数据显
示，2015 年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

如果动态计算，现实中的去化周
期远超过相关报告给出的保守、
静态数据。

至不得不亏本甩卖房子。
CRIC 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
年 9~12 月，三亚市商品房均价分
别 为 20167、19852、19550、19100
元，呈现逐月下降趋势。 严跃进置

企业，在 2015 年也做出了较大战略
调整，不断加码旅游地产，引发了对
中小房企项目的并购潮。 大型房企
扩张、市场集中度上升的背景下，运
营能力较弱的企业业绩进一步萎

公开资料显示， 海口西海岸是
指位于海口西北部全长 22 公里的
热带景观滨海带状型地带， 分布着
港澳工业开发区、药谷、高新技术开

同比增长 11.2%； 实现旅游总收
入 474.43 亿元，增长 13.6%。
2015 年 6 月，海南省省长刘
赐贵强调，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
为总抓手，用切实举措有力推动
12 个产业发展，其中包括互联网
产业、房地产业等。

一路下行， 从年初 1 月份的
10.5% ， 下 滑 至 年 末 11 月 份 的
1.3%。 与此相反，海南地产投资增
速却探底回升， 在 9 月份劲升至
25.2%后，企稳于 11 月份的 22.8%。
然而， 在海南省房地产投资
增速逆势回暖之时， 其库存压力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表示，海口去库存周
期一直偏高源于房企投资非理
性的狂热。 大规模土地出让后，
市场供应总体偏高。 另外，即便
有房屋成交，很多住房也没有太
高的入住率， 造成社区氛围不

评，一方面是限购政策下投资投机
客总体下降，另一方面是供应压力
下房企主动进行降价。 在此局势
下，房企对新一轮投资将保持谨慎
的态度。

缩， 经营压力促使项目并购重组，
“
大鱼吃小鱼”仍将持续。
胡建忠表示，海南很多小开发
商都在冒险冒进，操作失败了就是
诈骗，开发商超过自己能力太多的

在旅游业的刺激和政策导
向下，海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房
地产投资。
CRIC 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提供的海南房地产研究报告显

也不容忽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海南全省房地产库存面积约 3000
万平方米，去化周期不乐观。
以海口为例，CRIC 提供的数
据显示，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海

足。 这些都会影响海口的楼市投
资价值，换言之，会制约海口房
价的上涨幅度。
有业内人士指出， 海南楼市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产业或者说

在库存和市场不景气等多重
压力下，中小房企正在加速出局。
据不完全统计， 海南省大大小
小开发商达 2000 多家。在海南部分
市县，多个小型楼盘项目已停工，投

事情不能做。 他进一步提示购房
者，在购买房产时首先要了解公司
背景，查看五证是否齐全，有没有
足够资金。
很多人到海南投资，是自住和

示，海南省 1~11 月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不含农户）完成 2981.35 亿

口商品住宅库存 770.66 万平方米，
按近 13 个月月均 26.79 万平方米

没有优质产业做支撑，建议后续土
地出让等方面要有节制，不要全围

资开发商已
“
跑路”。 主要原因是资
金链断裂， 加之项目本身定位存在
问题， 使得这些中小房企还来不及
喘气就已经落败。

投资两个需求混合在一起的。严跃
进表示，从投资角度看，需要考察
城市和地区的房地产周期运行，在
价格底部进入总体风险会小，在价

元，同比增长 11%。 房地产开发投
资和交通运输业投资继续保持较

/ 月的去化速度计算， 预计目前库
存需要约 29 个月才能消化完。

在海岸线做项目，这样会使得供应
量增大，而消化能力跟不上。

有业内人士置评，海南众多中
小企业虽然占有优质的地块和项

格高位进入则需要有耐心做长线
投资的准备。

支柱产业库存压顶

《中国经营报》 记者在实地走
访调查中了解到，由于项目整体抵

结状态，无法签署购房合同，也无
法办理房权证。

项目， 半山半岛为什么急于出手？
又缘何落到当前局面？

而终。

押给了银行，该项目目前或处于冻

作为中国滨海度假标杆地产

就上述具体问题，《中国经营

报》 记者致电并致函半山半岛项
目品牌部，但截至发稿，对方没有
做出回复。

项目被冻结？
半山半岛是三亚鹿回头旅游

者提出了解一下楼盘时，该销售人

事实上， 半山半岛项目在过去

区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超大复合
型滨海旅游地产，业态类型包括临

员不耐烦地将几张宣传图递过来
让记者自己回去看，并建议记者两

海别墅、观海住宅、酒店式公寓等
多种类型。
公开资料显示，半山半岛项目
占地面积 2066 多 亩 ， 建 筑 面 积
100 多万平方米，一度在当地被称
为
“三亚乃至整个海南岛销售额最
大的房地产项目”。
本报记者在半山半岛项目售
楼处看到，售楼大厅颇显冷清，销售
人员有的趴在桌子上， 有的则低头
玩手机，偶有购房者进入，销售人员
并不是主动起身迎接， 而是当购房
者询问时才懒洋洋地起身讲解。
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要
购房必须一次性付清全款，而且不
能签署合同，原因是合同模板在更
改。 该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目前
公司正在谈收购，还没敲定。 当记

“以 前 我 们 都 觉 得 西 海 岸 是
海口空气最干净的地方， 没污
染、 绿 化 好 ， 毗 邻 海 边 ， 但 最 近 两
年来变样了，经常可以闻到强烈
的烟味和浓烈的酸臭味。 ”当地
业主表示。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了解到，港澳
工业开发区北面有紫园、天伦誉海湾、
翠玉园小区、城市海岸、蓝城一号、泰
达天海国际等十多个高中档住宅小
区。港澳工业开发区在上风口，一旦风
向北吹，上述小区就会受影响。
早在 2013 年 10 月份， 海口市
有关部门就相继接到紫园、天伦誉海
湾等小区业主的投诉，称刺鼻难闻的

急于出手却屡遭不顺 三亚半山半岛前途未卜
三亚的标杆项目半山半岛曾
数度被传“易主”，但每次均无果

发区、老城工业区、洋浦工业区、东
方工业区等众多工业区。 成立于
1988 年 3 月的港澳工业开发区坐
落在海口主城区西部， 占地面积 2
平方公里， 是海口工厂最密集的区
域，据不完全统计，需要进行废气排
放的企业达 27 家。

股份公告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小，未来 3 年偿还银行借款本金和

很长一段时间经历过资金链断裂、股
权转让、拆迁以及土地闲置等问题。

2015 年 9 月中旬， 中弘股份
发布公告称，将以支付现金、发行

利息的压力较大。 标的公司目前资
产负债率已经达到 89.83%， 如果

个月以后再去。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项
目已经整体抵押给了银行，该项目
目前处于冻结状态，所以无法签署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半山半
岛曾是海南省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知名烂尾项
目，直到 2004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等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形式， 对价 58 亿元收购系列重组
后的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三亚鹿回头”）

鹿回头公司未来不能继续获得资
金支持且房地产销售无法回笼足
够资金并获得足够利润，将导致较
大的财务风险和业绩风险。

合同，也无法办理房产证。
对此，受访的业内专家提示购
房者，无法签署合同、办理房产证
的房子千万不能买， 没有法律保
障。 而且一房两卖、一房三卖的现
象很多。 如果项目被抵押给银行，
可能还会被银行强制收走。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2015
年初，半山半岛曾想向一民间借贷
公司贷款，但该民间借贷公司顾忌
项目盘子太大而予以拒绝。“要救
就救活，救不活会被拖死，这是借
贷公司的原则， 盘子太大很难救
活。 ”该知情人士表示。

金融机构介入下才以处置不良资产
的名义， 引入中国爱地房地产开发
公司、 上海明申企业集团等公司进
驻，让其重新焕发生机。此后几经周
折，直到 2008 年，山西富商闫琦成
了三亚鹿回头背后的真正大老板。
经过近 10 年的开发建设，半
山半岛已经从当年的鹿回头半岛
变身成为拥有百亿成熟配套的中
国滨海度假地产的标杆性项目，其
营造的高端居住生活氛围是半山
半岛被最终认可的原因。
如此项目为何要急于售卖？ 从
此前与半山半岛洽谈收购的中弘

100%股权。 然而 2015 年 10 月 14
日晚中弘股份发布公告，称由于标
的资产部分股权过户事项及后续
资产收购整合等无法在短期内完
成，中弘股份暂时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中弘股份 9 月
中旬的交易预案中称，中弘股份要
面对三亚鹿回头近 200 亿元的负
债及项目后期资金投入等财务风
险和业绩风险。 根据标的资产的预
审计结果，标的公司的土地、在建
工程和房产等资产已基本被全部
抵押，鹿回头继续借款融资空间较

匿名的业内分析师对本报记
者表示， 此类项目是大盘运作，以
相对低廉的土地成本来进行项目
的开发，但实际过程中潜在的购买
群体并不多。 另外，当项目成为烫
手山芋时，接盘者缺失也会导致项
目的单价继续下滑。 更重要的是，
周边同类型的项目很多，都会影响
此类项目的竞争力。 而一旦项目处
于冻结状态，那么从投资者的角度
看，更加不愿意接触此类项目。
如果迟迟无人接盘， 如此僵持
下去会是什么后果？上述知情人士表
示，那最后可能面临被拍卖的局面。

复星接手项目最后一期
值得一提的是， 复星国际
(00656.HK) 也是此前与半山半岛
传出收购“
绯闻”的对象，而两者的
绯闻以复地·鹿岛项目的面世而尘
埃落定。
复地·鹿岛的项目运作者正是
复兴国际。 复地·鹿岛的前身为鹿
回头半岛 B7-1 地块，公开资料显

主动找到复兴国际谈收购，这是半山
半岛项目的最后一期，为闭关之作。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 5 月 27
日，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
复地集团”）就曾委托发布了一
则关于海南三亚鹿回头半岛 B7-1
项目监理服务招标公告。
该公告的项目简介显示，三亚

地块此前隶属于半山半岛同样有
迹可循。
作为半山半岛项目开发商之一
的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曾在 2013 年 12 月 9 日与上市公司
龙元建设签署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承建项目正是 B7-1 地块项目
3#4# 楼工程。当时约定的合同价款

海南三亚打造一座顶级的七星级
酒店及海洋公园“亚特兰蒂斯”，复
星国际还进一步提出未来将加大
旅游商业领域的投资，投资规模将
达到千亿元级别。
复星国际旗下地产公司复地集
团总裁徐晓亮此前曾公开表示，复
星国际地产平台将会走国内蜂巢投

致函复地集团，复地集团在回复记
者采访函中介绍， 复地·鹿岛项目
处于海南省三亚市鹿回头半岛区
域，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7.8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分
为 4 栋高层建筑， 共计 950 余户。
首批推出的主力户型为三房两厅
两卫的 A 户型，四房两厅三卫的 B

示，复兴国际收购了半山半岛项目
中的 B7-1 地块。

鹿回头半岛 B7-1 项目用地面积为
8.22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5.21

为 3.17 亿元，开工日期计划为 2014
年 5 月 1 日，合同总工期 30 个月。

资和海外双向投资的
“
双轮驱动”道
路。 复星国际打造的这一地产投资

户型， 五房两厅四卫的 E 户型等，
产品线从大约 169 平方米到 300

本报记者在复地·鹿岛项目售
楼处了解到，项目在售户型从 166
平方米三居跨度至 293 平方米五
居，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处于认
筹阶段，尚未开盘。
销售人员表示，当初是半山半岛

万平方米（共四栋建筑），其中地上
住宅 29 层，地下一层为车库，建筑
总高 99 米， 开发商一栏则明确标
注为海南复地投资有限公司。
这些细节都与当前复地·鹿岛
项目的简介不谋而合。 至于 B7-1

至于双方的具体收购时间、收
购成本等细节仍不得而知。
实际上，复兴国际对海南三亚
旅游地产的投资早有意图。
在 2013 年 10 月份，复星国际
就宣布三年内将投资逾百亿元在

管理平台又分为正向投资和反向投
资， 其中反向投资是把海外好的资
源和模式引入中国， 三亚亚特兰蒂
斯项目就是引入迪拜亚特兰蒂斯酒
店的反向投资案例之一。
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致电并

多平方米均有。
至于收购细节以及半山半岛
现状是否会对复地·鹿岛项目产生
不良影响等其他具体问题，复地集
团未作出答复。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周丽采写

气味在附近多个小区弥漫。 然而，几
年来虽呼声强烈但一直悬而未决。
“
不少企业都是晚上开工，排烟
排气到凌晨，有时一点一点地偷排，
隔一段时间再排， 如此反反复复持
续排放到凌晨。 如果多个厂一起排
放，废气排烟量就很大。 ”家住海口
市永万路天伦誉海湾小区的业主张
女士对媒体透露。
天伦誉海湾项目位于海口西
海岸西秀海滩，售楼处销售人员告
诉 记 者 ， 目 前 B10、B11、B12、B13
在售，均价 12000 元 / 平方米。 对
于记者提出的污染问题，该销售人
员不以为然， 表示从未听说过，也
没有感受到空气等有任何异常。 公
开资料显示，该项目投资商为天伦
地产集团，记者多次拨打天伦地产
集团电话，其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
听状态。
泰达天海国际项目也位于海口
市西海岸片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洋房、 公寓和别墅现房在售， 均价
13000 元 / 平方米。 销售人员表示，该
项目距离工业园区较远，不受影响，受
污染影响最大的是紫园项目。
被指受影响最大的紫园项目是
由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简称
“海口城投”）和恩祥集团旗下
子公司的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开发的住宅项目。 目
前该项目有 88~120 平方米的二房
到三房在售。 此外，城市海岸、蓝城
一号等都是海口城投旗下项目。 海
口城投在西海岸布局多个项目，旨
在打造
“西海岸蓝城”系列。
本报记者就上述污染问题致电
并致函海口城投，截至发稿，海口城
投未作出回应。
对于港澳工业开发区污染问
题， 西海岸几位房地产开发商表示
担忧， 如果工业区污染问题不能得
到有效解决， 将重创购房者对该区
域地产项目的信心。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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