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CHINA BUSINESS JOURNAL

2016.2.1

编辑 / 龙飞 童海华

地产

美编 / 范凡 校对 / 汪岚 longfei@cbnet.com.cn 821756437@qq.com

B13

降房价、质量堪忧、配套不全引发业主退房

入住率不足 4% 中海淄博文昌湖项目遭业主维权
本报记者 颜世龙 淄博报道

这个位于淄博市周村区萌山

“旅游度假区”，而在焦急等待退房

从山东淄博市区往西南方向

水库西侧、由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海”）下属企业中

的业主眼中，这里的房屋却是质量
堪忧、配套不全。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末中海
淄博置业和相关物业公司法人接

驱车四十多分钟，就可发现几十座
高层、多层和叠拼复式的楼盘。 空

海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海淄博置业”）打造的“中海·文

近日，“中海·文昌湖” 业主告
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们希望开

连换帅，而中海美国公司副总裁朱
明辉、 营销公司董事长曲咏海、原

旷的街道被冬季严寒笼罩，身处大

昌湖”项目被宣传为“人类居住的
至高境界”。 在堪比杭州西湖的广

发商能对购房前所承诺的医疗、教
育等配套资源不全和不具备交房

助理总裁范逸汀和执行董事兼总
裁陈谊等高管接连辞职被外界视

告宣传中，这里是“宜居”“至美”的

条件、无完整楼房验收报告等做出

为公司内斗。

片等待破土动工的荒地中让人觉
得有些荒凉和突兀。

合理解释并答应其退房要求。

新楼盘频遭业主维权
希望开发商能对购房前所承诺的医疗、教育等配套资源不全和不具备交房条件、无完整楼房验收报告等做出合理解释并答应其退房要求。
2015 年末，王海滨（化名）等四

区附近配套包括文昌湖小学等在

五十位“中海·文昌湖”三期业主在

内的教育、 医疗和五星级酒店、会

山东省淄博市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

关规定，开发商必须要向业主出示
综合验收报告和消防验收报告等

堪忧、房屋降价等问题而拒绝收房
加入维权队伍中。 据一期业主李先

所等资源， 但是在 2015 年 12 月向
业主们交房时却发现除了该承诺
并没有兑现，甚至连动工的迹象也

合格手续，但至今中海淄博置业都

生介绍，自己的房屋到现在“三小
间”问题都没有解决，瓷砖等根本
就没铺，所以拒绝收房。 据记者查

达到交房条件，且已经获得包括住

业、城建局等当面表达维权诉求，希

没有。“我们在离城区这么远的地
方买房子图的就是一个环境和配

建、 消防等单位的备案合格手续，

询有关资料显示，淄博市政府此前
为整治房屋渗漏、墙面发霉等住宅

望开发商能对购房前所承诺的医
疗、 教育等配套资源不全和不具备

套，如果只是为这刚盖起来的几栋
楼任谁也不会买。 ”

不存在业主所质疑的问题。 一上午
的言辞交锋由于双方始终对交房

通病，要求开发商必须对“三小间”
进行一次性装修到位，即在竣工验

交房条件、 无完整楼房验收报告等
做出合理解释并答应其退房要求。

另外，业主还质疑称，当前三
期楼盘内只有 4 栋楼完工，其他的

条件、验收报告等问题存在较大分
歧而再次无果而终。

收前将“三小间”所有功能空间的
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卫生

据王海滨等三期业主介绍，自
己是在 2013 年购买的房子，购房前

都还在施工阶段， 除了尚未供暖
外，还有噪音和垃圾污染，根本不

不仅是三期业主多次维权，一
二期业主也早已因“三小间”（即厨

间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完成。 要求建
设单位提供多样化的装修设计和

开发商中海淄博置业承诺将在小

具备交房条件，而且按照淄博市有

房、卫生间、阳台）问题、房屋质量

材料设备菜单供购房者选择，签订

区管委会信访办前再次集结， 经过
签字、 按手印等程序后被信访办工
作人员领到隔壁房间与中海淄博置

未出示。 而中海淄博置业方面则声
称，交付给三期业主的 4 栋楼已经

2015 年 12 月 28 日，维权业主和中海淄博置业、管委会城建局在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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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书面合同并注明给排水、地

瑕疵并非质量问题，达不到退房条

暖、 电线等隐蔽工程线管走向，明
确双方权利义务， 约定保修责任、

件。 但是在文昌湖管委会建筑施工
安全质量监督站负责人看来，楼房

保修范围和期限。
另据山东当地媒体报道称，张

确实存在质量缺陷，属于一般的质
量问题， 如果发生更严重情况，则

店区某业主在 2015 年收房后装修
时发现，由于自家天花板不断往下

会酿成质量事故。 对于该业主的退
房要求则需专业鉴定机构给出结

掉腻子进而连墙体内部钢筋都几
乎一览无余，随即便以房屋质量有

论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处理。 而据淄
博当地媒体报道，先期购买该楼盘

问题而要求开发商退房。 但中海淄

的老业主也因为每平方米降价近
千余元而集体向开发商“讨说法”。

博置业方面却声称这只是属于小

“宜居新城”入住率不足 4%
本来政府规定的是入住率达不到 30%不能供暖，但现在这两个地块的 1000 多户业主仅有 40 户入住，企业还是为了少数人进行了供暖，为此企业还承担了近百万元的补贴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王海滨等人
上访时， 中海淄博置业方面向其提
供的 《竣工验收报告表》（以下简称
《报告表》）也存在可疑之处。 记者发

业提供的《竣工验收报告表》中消
防验收一栏编号为空时，刘哲表示
并不清楚，“这个表并不是我们消
防部门出具的。 ”

二三期外，四期将会以独栋别墅的
形式为主，而当记者问到建设独栋
别墅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禁墅令”
要求时，王经理则表示，四期的政

求退房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既然

现，该《报告表》中环保、规划、设计
等部门的意见栏不仅笔迹雷同，而
且在公安消防一栏中竟然出现“
该
项目按消防设计建设完毕并取得建
筑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登记表，

虽然中海淄博置业并未正式给
记者回函， 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中海淄博置业王姓经理称， 因为住
建部门有关领导向其
“
打招呼”，但他
愿意以
“
个人名义”对记者解疑答惑。

府规划还没有批下来，一切将以政
府规划为准，“至于是否和国家政
策相背，我们不好讲。 ”
就此事件，易居研究院智库研
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表示，房地产市

至于小区配套不全的问题，应
该看当初企业是如何宣传的，如果
企业在宣传中将此作为很重要的
卖点，对业主购买与否也起到了重
要作用，这就是合同重要的组成部

编号为：（空白）”等字样，有业主质
疑相关部门沦为
“
盖章部门”。

据王姓经理介绍，对于业主提
到的“三小间”不完善、交房手续等

场出现问题的背后基本存在一样
的规律，在房屋销售阶段工作人员

分。 如果政府没有做出过这种配套
设施的规划，那么企业就存在虚假

针对上述一二三期业主维权
过程中指出的问题，记者分别致函
文昌湖管委会住建部门、淄博市消

问题，是因为在房屋销售阶段已经
提前告知过业主，而且即使企业完
善了“三小间”的铺装问题，业主在

都会夸大或美化项目，而实际和预
期往往又存在 差 距 ，“中 海·文 昌
湖”项目也是如此。 很可能是工作

宣传的嫌疑。 如果政府批复的规划
是由企业来建设但是企业没建设，
则可能构成欺诈，那么合同是无效

防支队和中海淄博置业等多家单
位，但截至记者发稿前仅得到淄博
市消防支队正式回复。
据淄博市消防支队负责消防
验收的刘哲介绍，所谓的一二三期

装修时也会重新铲掉，这样会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和麻烦，虽然淄博市
有相关规定，但也要考虑到双方的
约定，淄博像这种情况的并不在少
数。“而且我们的各项交房验收手

人员打着央企中海集团的名义有
所夸大，但当业主入住的时候问题
就爆发了。 从争议来看，无论是哪
一方出问题，本质上肯定会对中海
的品牌造成影响。 但是就企业项目

的，建议业主调取政府部门的有关
规划再做结论。
中国房地产资源委员会副会
长李勇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业主维权事

楼 盘 其 实 是 A-08、B-10 和 B-07
地块（4 栋楼），目前三地块确实已
通过消防验收。 而当记者询问是否
可以提供相关消防验收报告时，刘

续都是齐全的。 ”
而就暖气和教育、医疗配套不全
等问题， 王经理说，A-08 （一期）和
B-10（二期）地块在 2015 年冬季已

件频繁发生或与当前房地产市场
不景气有关，开发商降价必然意味
着业主利益受损，再加上本身企业
存在一定的“瑕疵”，所以很容易被

哲表示由于涉及企业商业机密所
以暂时无法提供。 而当记者提到企

经供暖了，本来政府规定的是入住率
达不到 30%不能供暖，但现在这两个

业主揪住“小辫子”不放，进而一再
发生维权或退房事件。

在中海文昌湖项目，傍晚并没有几户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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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 1000 多户业主仅有 40 户入
住， 企业还是为了少数人进行了供

过此事，作为企业只能是督促有关部
门加快建设进程而已。 ”

暖，为此企业还承担了近百万元的补
贴费用。至于 B-07（三期）地块而言，
由于是刚交房业主也尚未进行装修，
虽然供暖等管网已经铺设完毕，但供

但当记者询问为何业主购房
合同中第 17 条提到会所、学校等产
权是归中海淄博置业所有时，王经
理解释说：“这是因为沿用了企业

周边教育、医疗、
暖条件还未成熟。“
会所等配套这不在企业建设范围内，

之前在济南项目的合同版本，是作
为一个保险条款出现的。 ”

本身而言， 这种问题并不算大事，
但是站在对立面的业主却觉得都
是大问题，这主要还是因为企业对
业主利益的保护有所欠缺引发的。

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是由政府来
承担的，而且我们也从未向业主承诺

另外，据记者从中海淄博置业
售楼中心了解到，除现在已售的一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资深律
师张志同认为，业主因为降价而要

双方签订了合同，房价的上涨或下
跌都需要自己来承担，因为买卖即
意味着风险。

中海地产人事震荡 千亿老大哥陷变革烦恼
本报记者 赵毅 广州报道

2016 年 1 月 19 日， 中国海外
发展(00688.HK)发布公告称，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裁陈谊因需要投放
更多时间于其他事业发展及个人
事务而辞职。 紧接着 1 月 20 日，中
国建筑宣布，因年龄原因，中海地
产前任主席孔庆平光荣退休。
近年来，中海高管离职颇多，
出走高管不乏地方公司总经理，

包括杭州分公司总经理张旭忠、
南京分公司总经理李宏耕、 广州
分公司总经理毛文斌、 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张泽林、 宁波分公司总
经理童建良等。
作为地产界
“
黄埔军校”，中海地
产的人事变动向来备受瞩目，在中海
系整合之际，老将们纷纷离去，是管
理模式出现问题？ 还是权利分配失衡
导致内耗严重？ 此次陈谊的辞任再将
这家央企推上了风口浪尖。

人事风波又起
“整合对每一个中海员工的选
择都有两个： 一个是怎样去适应这
个变化， 然后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
用；一个是抗拒变化，选择离开。 ”
孔庆平的这句话似乎有几分预言的
意味。
2013 年 8 月 6 日，孔庆平卸任
了中海地产董事长， 原行政总裁郝
建民接替其位，成为第三代掌门人。
摆在郝建民面前的除了 1400
亿港元的销售目标， 还有中建地产
与中海地产重组的“摊子”。 在 2013
年中期业绩会上， 中海宣布其控股
股东中建集团拟将中国建筑房地产
事业部、中国中建地产有限公司，以

分， 中海地产主攻一二线的中高
端住宅， 中海宏洋与中建地产均
主营三四线城市， 而中建国际的
业务主要是基建及部分内地的保
障房项目。
按照当时中建集团方面宣布的
整合思路， 为避免同业竞争及应对
日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 将只保留
中海地产， 并将所有地产业务整合
到一个平台。
直到 2015 年 3 月， 中海地产发
布公告表示，其控股股东中建股份拟
将其持有的 30 个相关物业项目正式
注入中海地产。 彼时，持续两年的中
建系整合正式落定。 中建地产原掌舵

及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运营的房
地产发展业务注入中海。 郝建民无

人陈谊带着中建地产 338 亿元的
“
见
面礼”敲开了中海地产的大门，随着

疑接下了这个“摊子”。
据了解，中国建筑旗下共有 3
个主要地产平台：中海地产、中海
地产旗下的中海宏洋地产以及中

这部分资产整体注入中海地产，陈谊
获委任为中海地产执行董事、总裁。
对于陈谊来说， 这也许并不是
一个轻松的决定。陈谊离职后，在一

国建筑旗下其他的地产企业，包
括中建股份地产事业部、 中建地
产、中建国际等。 从区域和业务划

封长达 1600 字的感谢信中写道“自
己忠义二责已了”，字里行间透露出
不舍与无奈。

重组大幕下的变局
一山不能容二虎，在中海地产
这座山头，郝建民早已划好自己的

在外界看来，一方面无实权，另一
方面被极度“边缘化”，陈谊的出走

公司、工程公司和地产运营公司，
3 家公司各司其职， 由总部直辖。

财务总监林晓峰担任这个委员会
的具体负责人。

领域。 在陈谊任职总裁期间，郝建
民仍兼任着行政总裁，这一方式显
然与港交所相关规则不符。 根据港
交所规定，主席与行政总裁不应由
一人同时兼任，但郝建民却并没有

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在陈谊之前，已有中海地产美
国公司副总裁朱明辉，营销公司董
事长曲咏海， 中海地产原助理总
裁、副总建筑师范逸汀等多名高管

通过实施总部垂直管理， 在对各
地方公司高层削权。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看来，垂直管理模式本
质上是不太鼓励区域公司或者基

揽， 掌管着中海几乎大部分项目
策划、项目定位、设计方案、利润
指标和工期。 与此同时，中海成立
的营销公司和工程公司， 华南区

放手的意愿。
尽管委任总裁，但陈谊在中海
唯一能够分管的领域，是海外地产
业务——
—该业务仅有美国纽约一
个商住混合项目。 他最初是通过中
海的投资拓展部管理美国公司，但
投资拓展部在 2015 年底被郝建民
裁撤掉。
同时，郝建民也在低调架空陈
谊所代表的原中建地产系人员。 有
消息指，整合过去的采取降半级录
用，待遇跟着级别走，这种方式导
致当时大多数中建人员被迫离职。

辞职。 去年 10 月，郭勇及阚洪波辞
任中海执行董事职位。
然而， 这一系列的高层变动
并非偶然。 这与郝建民从 2014 年
起在中海内部掀起的一场改革有
关。 中建地产并入中海地产过程
中， 中海地产同时进行的是公司
组织架构与管理决策的调整变
革。 从 2013 年年底开始，中海地
产舍弃已实行多年的区域化制
度，改为大部制纵向一体化管理，
由区域管理模式转为总部集权的
垂直管理模式， 分别成立了销售

层自主创新商业模式或经营模式，
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海希望以提纲
挈领的方式来抓业绩。 包括销售公
司、工程公司和地产运营公司或被
认为三大业务支柱，所以会采取此
类模式进行管理。
而在公司总部，中海地产核心
管理层对公司的决策和管控也在
集中。 接任后的郝建民立刻成立战
略管控委员会， 他从原设计部、财
务部、合约部抽调了十个人，并亲
自担任委员会的主任，郝建民还找
来了自己任职中海北京公司时的

域原负责人曲咏海担任营销公司
董事长， 工程公司则由阚洪波负
责， 他们都划归战略管控委员会
直接管理。
“成立战略管控委员会， 或是
对区域管理制度不信任，对于相应
的效率和效益都不满。 ”严跃进向
《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一方面加剧收起区域自主
权，另一方面，集中总部核心管理
层的决策权， 郝建民逐渐形成绝
对掌控的同时， 也为人事巨变埋
下隐患。

中海系重组大戏开始之际，业
界普遍认为，中海将即刻超越万科
坐上房企老大的位置。 然而，从进

根据克而瑞联合中国房地
产 测 评 中 心 发 布 的 《2014 年 中
国 房 地 产 企 业 销 售 TOP100 排

售 TOP100》排行榜显示，万科以
2627 亿 元 的 绝 对 优 势 雄 踞 榜
首，恒大地产和绿地集团紧随其

尽管中海还是在利润率方面保持
了一贯的稳定性， 但也有分析认
为， 托管前期分散更多中海地产

行托管至今，中海系构建“航空母
舰” 超越万科的预言非但没有实
现，反而在销售业绩与万科的差距

行 榜》。 万科以 2120 亿元位居榜
首， 而恒大则增长至 1376.3 亿元，
中海以 1152 亿元的销售金额被甩

后 ，2015 年 分 别 完 成 了 2050 亿
元 和 2015 亿 元 的 销 售 额 ， 中 海
以 1492 亿元位列第五。 据《中国

的精力， 这或许影响了中海地产
自己的发展。
除了销售业绩的直观表现之

越拉越大。
2013 年，郝建民接任中海主席
之时，公司销售金额为 1170 亿元，
中海首次进入千亿梯队，在排行榜

在了第七位。
数据还显示，2014 年前 10 月，
绿地、 万达同比增长超过 30%，万
科、恒大、碧桂园同比增长也都超

经营报》记 者 统 计 ， 仅 从 2013 年
到 2015 年 时 间 ， 中 海 和 万 科 之
间的销售额差距拉出了近乎一
倍。 另一方面，2015 年中海也被

外，中海在其他领域的尝试也并不
顺利。 有报道称，中海在重庆、西安
等地做的养老地产，普遍都遭遇滑
铁卢，盈利并不理想。

中位居第五。 彼时，同时进入千亿
梯队的还有万达、 碧桂园及恒大，
恒大地产以 1082.5 亿元的销售金
额位列其后。

过 15%，保利同比增长略低，唯独
中海同比下滑了两个百分点。
近日 ， 克 而 瑞 研 究 中 心 发 布
了 《2015 年 中 国 房 地 产 企 业 销

后 来 居 上 的 恒 大 远 远 超 出 500
多亿元。
显然， 中建地产的加入并未
给中海带来“如虎添翼”的效果。

针对以上问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联系中海方面进行采访，然而
截止到发稿日期，对方并未给出明
确回复。

这个部门在成立后大权独

业绩不达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