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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限购令”下天津楼市调查
限购力度或衰减，“人才引进”政策沦为开发商“解套”法宝
本报实习记者 夏晨翔 记者 颜世龙

证明，此次调控被当地视为“最
严限购令”。

目开发商，截至发稿前，远大城
和实地海棠 雅 筑 项 目 开 发 商 电

但是，《中国经营报》记者近

话始终无法 接 通 。 而 某 项 目 开

日走访天津限购区域楼市发现，
远大城、实地海棠雅筑等多个在

发商一位办 公 室 工 作 人 员 则 表
示， 销售人 员 所 做 承 诺 并 非 个

售项目均公开表示“外地人不限
购”。 购房者可以先支付首付，通

人行为， 系 向 公 司 争 取 的 一 种
优惠政策。

人员在本市范围内（滨海新区除

过第三方机构代缴两年的社保、
个税，或者代办人才引进落户之

那么，类似“优惠政策”是否
违规？ 记者致电致函天津市国土

外）购房需提供 3 年内连续缴纳
2 年以上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

后，再进行网签。
对此，记者分别致电上述项

资源与房屋管理局， 但截至发稿
前并未收到回应。

天津报道

“没有购房资格也能买，我们
可以等两年。 ”“你可以办人才引
进，一个月就能落户买房。 ”
今年 3 月 31 日， 天津市政
府出台限购政策，规定外地户籍

图为天津海棠雅
筑售楼部现场 。
夏晨翔 / 摄影

等你两年

人才引进快速落户

对于尚未缴满两年社保或个税的外地购房者，开发商可以“等两年”。 购房者只需先付首付，在
两年内取得购房资质，即可进行网签。

外地客户可以落户到该公司的集体户口中，并补交三个月的社保，而且天津社保并未全国联网，
客户如在外地有社保无须中断。

“外地人也可以买，不限购。 ”

露， 很多外地客户在此购买多套

但是，这种“空挂”资 质 究 竟

记者调查发现， 相比空挂资质

来办理， 但是申请者除了要满足相

社保并未全国联网， 客户如在外地

在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的某项目售
楼部，一位销售人员如是说。 该项

房源进行投资， 一套挂在自己名
下， 别的可以挂在父母或者子女

有无风险？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
张志同律师分析称， 两年的期限

“
等你两年”的邀请，更为快速的
“人
才引进”落户政策也成为开发商向外

对应的年龄与学历要求外， 还必须
有工作单位和已缴纳三个月以上的

有社保无须中断。
记者从天津市人社局求证得知，

目曾于今年 3 月 25 日推出一期共
计 816 套房源， 当天即全部售罄。

名下。
并未在津就业， 又是如何为

比较长，不确定的因素也会增加。
目前楼市调控仍在不断加码，如

地客户力推的另一种购房
“
捷径”。
你可以凭借天津市的人才引进
“

社保证明。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按
照正常流程申请， 两个月之内即可

目前天津市社保仅为全市联网，缴纳
社保的人员是否存在两地缴费情况

但由于 3 月 31 日出 台 的 限 购 政
策，导致很多外地户籍的购房者没
有“资质”，便退出了部分房源。 随
后，退出的房源又于今年 8 月份重
新开盘并全部售完。
而其所谓的“资质”即连续缴
纳两年以上的社保或者个人所得

其缴纳社保或个税？ 一位远大城
项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此类购
房者只需寻找一家代办机构，一
次性支付两万元费用， 该机构便
会为客户逐月缴纳两年的个人所
得税， 从而获得购房资格：“现在
天津有很多这种机构， 我们也可

果未来两年的社保或者个税变成
三年、五年，甚至一刀切，不再以
此作为购房条件， 那么销售方完
全可以以购房者没有资格等问题
进行毁约。
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郭亚全
律师指出，由于购房者没有及时办

政策办户口。 ”另一位海棠雅筑销售
人员告诉记者，办理人才引进只需一
个月，落户完成就可以进行正常网签
和贷款。 据其介绍，办理人才引进只
需满足 35 岁以下，本科学历即可。
对此，记者以 28 周岁、本科学
历、外地户籍、无天津工作的身份分

拿到准迁证，而且无需任何费用。
那么， 面对并未在天津工作的
购房者，开发商是如何操作的呢？一
位远大城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年龄
和学历为硬性条件， 但是未在天津
工作的客户可以通过代办机构办
理，费用约为四万八千元。

仍无法查验。 由此，购房者只需达到
年龄和学历要求，即可快速获得天津
市户口和购房资格，原本引进人才的
政策成了开发商促销渠道之一。
对此，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表示，事实上，这是全国很多城
市都存在的现象， 限购政策在落实

税。“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销售

以帮忙联系。 ”

理网签，那么在房管部门的系统中

别前往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和天津市

随后，记者致电一家名为“天津

过程中， 或多或少会因为宽松的户

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尚未缴满两年
社保或个税的外地购房者，开发商

能“帮忙联系”的还有实地海
棠雅筑项目。 据了解， 该项目则

是不会显示相关信息的。 如果开发
商对房子进行二次销售，甚至“一

河西区人口服务管理中心进行咨
询， 却被告知无在津工作单位的人

智学教育”的代办机构，一位刘姓工
作人员在确认记者学历和年龄之

籍政策而变得影响有限。
张志同认为， 为办理购房资质

可以
“等两年”。 购房者只需先付首
付，在两年内取得购房资质，即可

要求客户同时缴纳社保和个税，
每月费用为两千元左右， 两年约

房多卖”，购房者仅有的草签合同，
并不能完全保障自身权益。

员无法办理落户。 中国北方人才市
场人事代理部一位工作人员还告诉

后，随即表示可以办理。 据其介绍，
外地客户只需提供学位证、毕业证、

所缴纳的费用， 通常情况下并不会
开具收据或证明， 而第三方机构人

进行网签。
而对于外地投资客户，销售人

计四万八千元。 对此， 该项目销
售 人 员 表 示 ：“主 要 是 为 了 防 止

天津市宝坻区不动产登记事
务中心则表示， 只要购房者满足

记者， 该机构只面向有合作关系的
单位，不针对个人办理业务。

户口本、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即可在
一个月时间拿到准迁证。

员的流动性也比较强， 如果未来开
发商无法按时交房， 或者因为房价

员表示同样可以“
等两年”。
在远大城项目售楼处前，记者
发现看房者络绎不绝， 其中不乏

政策变化。 ”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以现在
的价格，买两年后的房子”是多个

购房资格，即可顺利通过网签，而
对于在此之前购房者与开发商签
订的“两年之约”等协议，或许存

天津市河西区人口服务管理中
心一位工作人员同样表示， 办理人
才引进落户一般会将户口落到所在

“人才市场跟我们公司有合作，
为我们提供户口页， 具有落户性
质。 ”刘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外地

上涨想另行收费甚至毁约， 就可以
以购房者弄虚作假骗取购房资格为
由，在法律上申请撤销相关合同。彼

内蒙、辽宁等外地牌照车辆。 一位
熟悉该项目的房产中介向记者透

项目销售人员吸引客户前去购房
的普遍说辞。

在风险，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禁止
规定。

单位或者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中，
这需要由负责的专员携带相关证件

客户可以落户到该公司的集体户口
中，并补交三个月的社保，而且天津

时，购房者可能会
“财房两空”。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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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首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北京电影学院文创园
深耕影视文化产业链
文 / 左岸

11 月底的北京，渐入寒冬。 在
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文化产业创新园
（平房园区）（以下简称“北影文创
园”）内，车辆往来不断，五六个裹着
军绿色大衣的剧组服务人员在“
星
影制作中心”1 号影棚外忙碌着收
拾道具。据介绍，这是北京城区较大
的影棚集群， 影棚内正在筹备录制
的是中央电视台大型综艺节目《我
要上春晚》。
出 1 号影棚向前直行约 100
米，是一排仿故宫建筑，飞檐斗拱，雕
梁画栋，格外气派。据介绍，这里有园

区的大戏楼剧场和北京文化产权交
易中心影视产权交易服务。 大戏楼
剧场主要作为文化演出舞台， 北京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是园区的金融产
品创新平台， 为影视产业提供交易
平台。隔着一片绿化区，不远处是
“
星
影空间”，为创业者提供共享办公室
和商业配套。
“
我们的定位是专业文化产业
内容运营商，以影视全产业链内容
运营为核心，整合了影视产业上下
游 40 余种细分行业， 为创业孵化
和产业运营提供
‘
一站式’服务。 ”
园区运营方北文时代（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总裁万子千表示。

在大戏楼剧场举办的星影戏剧节中，来自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优秀戏剧团体参与竞演。

在北影文创园的“星影空间”

间’在设计时就融入‘互联网 +’的

流通机制。 赵伟强调：
“我们不是要

子们， 现在他们上大学后又聚集

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文科租赁是由

者，园区管理方还邀请了数十位影

内，有 6 幢共享办公楼，这里聚集
了许多围绕影视文化产业链展开
的创业团队， 创业者办公于此，享
受专业服务于此。 北文时代（北京）
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伟表示：
“这里类似于中关村的创业大街，
以共享办公为核心，同时提供了办
公所需的商业配套等设施。 ”
进入“大师讲堂”空间，一个巨
型环形书架上摆放着各类影视文
化产业培训和专业书籍， 据介绍，

理念，排练室、音乐室等所有共享
空间和场馆都实现了互联网化管
理，入驻人员在使用前通过平台申
请，生成二维码，即可进入场地。 这
样一来既实现了场地利用率的最
大化，又减少了管理人员，压缩了
管理成本。 ”赵伟表示。
创业孵化是一个复杂的操作
系统，需要连接内容供应商、市场
和政策等多方资源。 为了给创业团
队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北影

做‘房东’，简单地收取租金，我们
一定是从产业培育、 产业孵化、扶
持创业的角度去运营。 ”
北影文创园围绕这个平台每
年举办四季主题活动，包括跨年庆
典、电影季、音乐舞蹈季、戏剧季
等。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星影戏剧
节”， 园区面向全国高校举办大学
生戏剧竞演活动，类似活动每年有
两百多场。
“比 如 11 月 26 日 的 那 场 竞

在一起， 自己排话剧来参加我们
的竞演。 ”赵伟表示，艺术最重要
的是给它一个实践机会， 园区搭
建这个平台的初衷就是做大学生
创业和孵化。 目前大戏楼剧场的
活动有一些是非盈利性的， 很多
评委来自投资机构， 他们希望通
过这种活动来发掘出有投资价值
的团队和项目。
为降低创业者前期的创业成
本，园区运营方与北京市文化科技

北京市文资办、北京文投集团等单
位发起成立的,是国内率先一家以
文化资产融资租赁为主业的公司,
一直致力于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难题。
截至目前， 园区内共有 16 家
企 业 获 得 近 3000 万 元 的 融 资 支
持。此外，为支持创业者入驻园区，
北京银行、 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
通过个人信用贷款、文创企业贷款
等多种方式，为入驻园区的创业者

视行业大咖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指
导，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开展政策宣
讲，组织工商、财务、税务、法律等
方面的培训，为创业者提供了“投
资 + 孵化”的完善创业平台。
北影文创园在创业孵化等方
面的成绩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
认可。据万子千介绍，园区及入驻企
业先后多次获得北京市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朝阳区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国家文化产业

这里主要为入驻园区的创业人员
提供沙龙、培训的场所。“
‘星影空

文创园围绕着资金、人才、市场等
方面搭建了多个平台，并积极创新

演， 来自北京的一个高中戏剧联
盟， 里面都是一些喜欢戏剧的孩

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文
科租赁”）合作，为符合条件的入驻

解决创业资金紧缺的困境。
此外， 为了更好地扶持创业

创新实验区建设发展引导资金等各
项政府资金的支持和奖励。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专业文

方面， 平台每年会有近 30 场的路

如一年压了 1000 万元放弃吧，但片

涉及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平台

化、演职人员需求对接、拍摄场地及设

我们的核心。 我们要靠真真正正的

化产业内容运营商，以影视全产业
链内容运营为核心，整合了影视产

演，500 多家投资机构参与，解决了
项目与资本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项

方现在急着回款，可以把应收账款的
权益转交到我们平台上，我们打包评

上寻求到资金支持。
在人才供给方面，人力银行作

备、衍生品开发及植入、宣发营销等板
块，集展示、交易、社交功能于一体，结

硬内容、实实在在的真内容在行业
里面立足。 ”万子千表示。

业上下游 40 余种细分行业， 从资
金、人才、市场三个方面为创业孵
化和产业运营提供‘一站式’服
务。 ”万子千表示。

目和投资方在此“碰撞”，好的项目
可以在这里找到合适的投资， 投资
方也可以在这里发掘出好的项目，
比如今年已经进行了《新萍踪侠影》

估先期付给他 900 万元，剩下的 10%
可以做成金融产品。 ”赵伟表示。
除此之外，艺人、服装、话剧、
编导等演职人员在产权交易中心

为园区人力资源服务商，开发了多
种针对创业者的人力资源管理工
具，建立了影视人才数据库，为各
个产业环节的企业提供个性化的

合线下资源和线上平台，协助创业者
迅速、精准地对接到业务需求。
“我们叫影视全产业链园区，
文创园不是写字楼的小名儿，产业

对于园区未来发展规划，万子
千认为， 园区要通过“
产学研一体
化”的建设平台，聚集国内外品牌影
视文化创意企业，努力建设成为国际

在解决资金问题方面， 北影文
创园通过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为
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据介绍，这个平
台围绕影视产业的不同产品和环节
进行了创新设计， 在影视剧投融资

《大明国子监》《足球王者》《终于等
到你》等项目的路演。
平台还提供票房收益权投融资
服务。“
当一部电视剧已经卖给电视
台了，行业里通常会压一个账期，比

也可以得到服务。 据园区负责人介
绍，只要是跟影视产业链相关的要
素，从前端最早的网络文学版权收
购到剧本孵化，从拍摄到制作，再到
最后的宣发和上映，这条产业链上

人才服务方案，帮助创业者准确地
获取满足发展需求的各种人才。
在市场和资源对接方面，
“
北文
影市”线上平台定位影视文化服务集
群，以影视资本为支撑，涵盖剧本孵

园要有核心内容和主题，围绕核心
内容和主题形成上下游的生态链
条。 北影文创园位于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内，我们做的是文化产
业内容输出和运营管理输出，这是

知名、国内领军的影视文化产业研发
和产业化基地、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
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服务首
都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带动中国
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左岸 / 供图

推动创业孵化

深耕影视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