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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不动产竞逐养老地产 浙江桐乡项目尚处“概念”阶段
本报记者 余燕明 杨玲玲

机构披露的项目信息，其在该项目

二期住宅为毛坯别墅和精装小高

19 亿自有资金不涉及险资

北京 桐乡报道

累计自有资金投入不会超过 19 亿
元。 这意味着，未来平安不动产将

层， 别墅折后均价约 23000 元 /
平方米， 小高层折后均价约

使用集团保险资金的主要是自建商办类不动产项目，保监会对房地产项目开发资金来源监管很严。

以 19 亿元自有资金撬动投资规模
高达 170 亿元的浙江桐乡养生养

15000 元 / 平方米。 同时，项目仍
有大片空地等待开发， 目前暂无

老度假项目。 平安不动产一位内部

动工迹象。

各方资本试水养老业务均
在探索及投入阶段，即便拥有深
厚险资背景 的 平 安 不 动 产 也 不
例外。
据了解， 作为平安保险集团
旗下不动产领域投资及资产管理
的统一平台， 平安不动产的 8 项
主要业务板块里， 养生养老业务
位列其中。 目前，平安不动产唯一
在开发的养生养老项目是浙江桐
乡养生养老度假项目。
根据平安不动产向一些投资

根据销售人员介绍， 整个项目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就是正常

“桐乡项目均是平安不动产的

从 2013 年开始动工，2015 年，桐乡

销售，外地居民可以购买一套住宅，

自有资金，不涉及集团保险资金，也

合悦江南项目曾推出 100 套限量养
生养老住宅，同时配备首创的“养老

首付比例 3 成。 ”
同时， 合悦江南展示中心销售

没有对接保单产品， 实质是商业开
发的房地产项目。”平安不动产人士

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该项

针对低价圈地质疑，以及项

目实质上属于
“
新城开发”，以物业
销售为主，建设配套医疗、照护等
养老设施的社区。

目开发进 展 等 问 题 ， 记 者 致 电
致函平安 不 动 产 ， 相 关 负 责 人
回复表示，“目前项目处于阶段

财富计划”。
据了解，平安不动产当时推出了

人员向记者表示， 项目配套的耀华
国际学校、瑞金医疗中心一期、百翠

向记者确认。
前述平安不动产内部人 士 表

2 套销售方案供客户选择，方案一是

山庄等都已在运营中， 还有老年公

示， 桐乡项目不允许使用集团保险

加入
“
合悦会”，内含一套房、一个大
礼包。在赠送的大礼包合悦养老财富

寓，实行会员制，会费从 26 万元到
160 万元不等，目前已有 50 余名会

资金， 将来其中一部分自持养老设
施可能会考虑通过险资退出， 由险

计划中， 业主可选择在 30 年后全额
返还房价全款；或者在 15 年后，自第

员入会。
根据记者获取的信息， 该项目

资长期持有， 但住宅部分不能利用
保险资金。

16 年起，每年给付业主幸福年金，连
续给付 15 年。另外，该方案还提供合

测算总投资会达到 170 亿元， 平安
不动产自有资金投资不到 19 亿元。

桐乡项目也没有对接平安保险
的保单产品。“
对接保单产品实际上

悦社区耀华国际学校、瑞金医疗中心

到 2016 年底，平安不动产在该项目

属于会员制，中国人寿等保险企业的

的优先服务特权等优惠。
方案二与传统养老项目相当，

投入自有资金 9.35 亿元，尚需投入
9.63 亿元， 项目整体投入逾 30 亿

养老业务在尝试，购买一定金额保单
获得养老社区入住资格。但是这类产

在合悦会员费基础上打 88 折，为精
装修房价格。“当时市场行情不太

元，未来还需投入近 140 亿元，也意
味着目前除自有资金外， 平安不动

品客户需求不大，面向的都是高净值
人群， 后期运营也存在不确定性，不

好，这两种方案其实是为了促销，现
在都已经取消。”合悦江南项目上述

产已经为桐乡项目筹集了约 20 亿
元外部资金。

适合将来养老业务的大规模复制。 ”
这位平安不动产内部人士说。

项目对外销售住宅的推广案

性建设中 ， 我 司 仅 有 这 一 个 养

名为“合悦江南”，近日，记者探访
位于嘉兴市桐乡市高桥新区高铁

生项目， 圈地的说法并不妥
当。 ”同时，该负责人坦言，目前

站附近的合悦江南了解到， 目前
一期住宅房源已基本售罄， 在售

平安不动 产 的 养 生 业 务 仍 在 探
索期。

养老概念
据介绍，目前平安不动产养老业务的营收和资金平衡主要依靠住宅销售。
11 月 18 日下午，记者乘高铁

桐乡项目是一个养生度假项目，

划方案。 记者同时查询到，高桥平

到达桐乡站， 步行十分钟左右便

我们在摸索和尝试养老业务，这

安 A3 地块，即合悦坊所在地，用地

看到了“合悦江南展示中心”标

个项目会建成一个社区， 同时引

性质为商住，容积率 1.10，项目总

识。 根据销售人员介绍，项目一期
住宅一街坊约 800 套房源已经售

进瑞金医疗中心和耀华国际学校
等社区配套设施，引入 CCRC（持

建设用地面积 52270.26 平方米，项
目总建筑面积 70327.01 平方米。

罄，并且实现交房入住，当前在售
的是二期产品二街坊，主推 39 号

续照料退休社区）生活模式。 ”平
安不动产这位人士介绍。

“目前平安不动产的养老业
务，还是希望先形成品牌。前期摸索

养老业务尚未取得规模营收

楼和少量独栋别墅， 另有房源将
在近期开盘，具体时间待定。

根据平安不动产向一些投资
机构披露的浙江桐乡养生养老度

主要是商业开发成社区，配套养老
设施和服务体系，将来可以复制，但

平安不动产的养生养老业务板块仍未取得规模营收，今年上半年仅录得营业收入 107 万元。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平安不动

部融资， 因此该项目在险资使用监

的间接投资。 ”他补充说。

销售人员表示， 展示中心所
在区域被命名为合悦坊， 准备打
造成一个环湖商业旗舰中心，目
前电影院、文化生活馆、健身馆、
酒吧、 婚纱摄影店等均已对外运
营，未来还会考虑超市、银行等生

假项目信息， 该项目主要分为南
（高桥）、北（乌镇）两个板块，其中
高桥板块总占地面积约 2800 亩，
规划建筑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乌
镇板块总占地面积约 1200 亩，规
划建筑面积约为 60 万平方米。

营收和资金平衡主要是住宅销售。”
上述平安不动产内部人士说。

产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中西
部、海南岛进行五大战略布点全龄化

管上不存在障碍，物业可租可售、可
进行产权买卖。”宝能集团一位研究

但记者确认平安不动产发起设
立了基金投向浙江桐乡养生养老度

走访中， 销售人员指着被巨
幅广告牌遮挡的空置地块对记者
表示， 那是项目的三四期住宅部
分，正在规划中，暂时还未动工。

养老社区，开发养生养老综合服务社
区， 通过平安及国外专业的运营团

养老业务的人士表示，“我们了解到
桐乡项目中会员型养老公寓建筑面

假项目， 并且在合悦江南项目开发
销售上取得了投资收益。 据该公司

队，形成候鸟度假养老模式。 记者向
平安不动产相关负责人求证时，对方

积 30 万平方米，会员型产品由平安
不动产自持经营，只租不售。 ”

披露，公司 2014 年到今年上半年通
过基金投资在合悦江南项目上确认

活配套。
“桐乡养生养老项目还是以
住宅销售模式为主， 自持型养老
业务的回报周期比较长， 项目现

记者从桐乡市规划部门查询
的公示信息显示， 浙江桐乡养生
养老度假项目最早开发的高桥板
块 A1 地块， 用地性质为商住，容

根据 《中国房地产报》 报道，自
2012 年起， 平安不动产旗下公司
在桐乡频繁拿地， 大部分为住宅
用地。 这些土地价格较低，均价在

表示
“
我司并没有这样的规划”。
浙江桐乡养生养老度假项目是

他进一步介绍， 现在保险公司
投建养老社区由于受到监管制约，

的投资收益累计达到了 4613 万元，
且基金投资收益主要集中在 2014

平安不动产唯一在开发的养生养老
项目。市场观察人士指出，或是其凭

主要是长期持有进行出租， 投资回
报周期较长， 目前险资进入的方式

年、2015 年。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金流很难支撑， 总之是需要依靠
住宅销售回款， 同时依托住宅社
区引进医院、学校等服务配套，形
成养生养老社区概念， 但实际相
当于新城开发。 ”平安不动产一位
不便具名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积率为 1.01， 项目物业类型包括
情景洋房、 低层住宅、 高层住宅
（老年公寓）以及配套商业、公建
等， 地块项目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9.4 万平方米，上述物业类型占比
分别为 49%、22%、24%、4%、1%左

1000 元 / 平方米。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
文曦对记者表示， 人口老龄化其
实并不遥远， 所以养老是下一个
风口。 险资做养老业务既有客户
资源，也有资金成本优势，是不错

借险资背景而获得了较多的地方政
府支持， 因此平安不动产在地块获
取方面有较好的成本把控。但是，由
于需求不足，去化较慢，养老地产项
目普遍面临着投资额高、 回收周期
长等一系列难题。

主要是通过设立子公司全资进入。
“保险资金不允许直接投向商业开
发项目， 但监管上是保险企业允许
投资养老产业基金， 或投资不动产
金融产品，为了规避‘只租不售’的
限制， 险企可以投资认购不动产金

严跃进认为：“当前险资进军养老地
产，要防范项目最终逃离养老属性，
而带有很强的住房投资属性。 后续
在客户导入方面， 如何让真正具有
养老需求的群体进入很关键。另外，
在此类物业的建设过程中， 如何让

同时， 记者也从平安不动产
正面确认了桐乡项目的定位。“
平
安不动产其实还没有养老项目，

右。 随后，用地性质为居住的中国
平安高桥项目 A2 地块对外进行
了公示， 该项目后来改过一次规

的投资点。 不过，其中也有打着养
老旗号圈地的现象， 需要引起地
方政府的关注。

“桐乡项目是通过平安不动产
投资运作， 并且强调 170 亿元资金
非保险资金， 为公司自有资金或外

融产品的收益份额， 比如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 类不动产投资基金产
品等， 以实现对这些商业开发项目

养老设施真正落地，不花哨且务实，
比较迎合新一代老年人的需求，这
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

“新指标”刚刚出炉 快来测测你家房子

土地征收遇阻

深圳光明天安云谷土地清拆被叫停

文 / 李司

本报记者 郭敏敏 深圳报道

村民的股权问题，村民“股东”认为
其擅自将土地出售侵害了大多数

要中的重点推进项目， 不会停摆
不前，政府会尽力从中协调，早日

股东利益。
记者从光明新区新湖街道土

确定妥善解决方案。 ”
对此， 天安方面在征收土地过

地整备中心、新湖街道宣传部、光
明新区宣传部获悉， 目前清拆工
作已经暂停， 或将在股权问题妥
善解决后重启。 在问及是否会因
村民的司法程序较长， 影响光明

程中是否了解江翔实业的股权问
题？ 光明天安云谷项目进度是否会
受此影响？ 记者尝试采访天安云谷
的开发建设方深圳天安骏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

天安云谷项目进展时， 上述政府
部门相关人员表示：“天安云谷项

骏业”）， 其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为
江翔实业与村民内部矛盾问题，天

目作为光明新区‘十三五’规划纲

安骏业充分尊重双方。 ”

“江翔实业属于集体股份公司，
我们都是江翔实业的股东，在政府登
记的股东名册上，但是江翔实业的黄
总说我们是隐名股东，没有实权。 而
这次土地征收的事情，在我们不知情

据了解， 江翔实业是在原光明
农场改制时期，由原光明街道、光明
集团共同出台政策所组建的， 公司
自 2002 年成立以来，通过转租从光
明集团承租的土地、 与其他公司合

股民就开始了信访的工作， 希望能
确认自己的合法股东身份， 并于
2014 年试图通过司法程序申请股
东查账，由于种种原因，原告 248 名
村民股东中 243 人撤诉，5 人胜诉，

的情况下动工拆迁。 ”石介头村民代
表陈先生（化名）对记者表示。 11 月
19 日， 记者在光明新区官网上查到
了陈先生所说的股东名册， 但 11 月
30 日，该名册在网络上已无法查到。

作建设工业园与市场、 出租厂房等
经营活动，取得了一定资产收益，但
在发展过程中， 管理层逐步疏离了
与其余 473 名隐名股东的关系。
2010 年 7 月起，江翔实业部分

股东身份获得了法院认可。然而，在
2014 年 12 月， 江翔实业三名注册
股东与股民代表签署了通过协商达
成共识的和解备忘录。

近日， 国家统计部门在其官
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
网公布了“

作为光明新区“
十三五”规划纲

投入统计公报”。 这份公告向我们
展示了一个越来越被重视的指

要中重点推进的项目， 光明天安云
谷已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 正 式 开

标：“
R&D 经费投入强度”。 通过

工， 然而该项目部分土地却在清拆

这个指标，可以观察一个地区、一
翡翠公园实景图

个城市未来的发展。 而“
R&D 经
费投入强度”也顺理成章成为人们

技产业走廊， 逐步使昌平区成为

将建设成集文化、自然、创新、商

买房置业的重点参考标准之一。

北京的科技大脑。

业为一体的人文生活城邦。

在昌平的“金十字”高科技产

翡翠公园专注于打造有温度

业走廊上， 最耀眼的明珠无疑是

的人文社区——
—原版复刻的美国

所谓“R&D 经费”， 指的是

“未来科学城”。 从 2009 年建设开

儿童博物馆， 让兴趣启蒙孩子学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即统计

始，未来科学城已入驻 15 家央企

习； 优质的学校配套与社区周围

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

集团下属的 50 多家研究院、科技

名校，构成学院派社区文化；充满

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

型公司，60 名“千人计划”专家在

童趣的公园， 成为让孩子们快乐

支出， 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

此开展科研工作， 汇聚了一批高

成长的舞台；V 盟翡翠精英课堂

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 原材料

水平科研团队，在能源、材料领域

里， 老友新邻汇集而来的城市精

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

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累计建成

英，畅谈国学、艺术、音乐、舞蹈、

他费用支出。“R&D 投入强度”则

国家和北京市级重点实验室、工

手作……一座人文熏染的公园，

是指 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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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出现了变数。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多方了
解，天安云谷项目部分土地是从深
圳市江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翔实业”）征收所得，由于
江翔实业目前尚未厘清与数百位

内部股权问题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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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优惠再引需求
但是开发商类似绕开限购政策的手段却在当下就左右着房价的变动。
“两年”与“一个月”的时间保证
了外地客户的购房“资质”，随后，开
发商又在此基础上打起了首付的
“主意”。
“我们首付可以分期，而且只要
两年 （共四期） 内把首付款付清就

要求必须全款支付。
据天津融信评估发布的分析报
告显示，2017 年 1~10 月，天津商品
住宅销售面积为 991.4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47.32%， 商品住宅累计新
批上市 1011.1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才能体现出来， 但是开发商类似
绕开限购政策的手段却在当下就
左右着房价的变动。 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 2017 年 10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
示， 天津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9

行，到时候等拿到购房资质，首付款
也结清就可立即网签。 ”某项目售楼
部销售人员说。
而与该项目不同的是， 实地海
棠雅筑开发商的首付优惠活动主要
面向“一个月”之后完成人才引进的
落户群体。“我们首付可以付三成，
等落户之后再进行网签和贷款。 ”该
项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而对于缴
纳社保或者个税的客户， 该项目则

4.23%，销供比为 0.98，整体处于供
过于求的状态。
但是，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
究总监严跃进告诉记者，事实上，相
关机构统计的商品住宅成交量通常
是指房管局备案后的网签成交量，
两年之后才进行网签的商品住宅并
未被统计进去。
而这也 意 味 着 天 津 楼 市 的 真
实成交量， 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月份环比指数与上月持平， 同比
上 升 1.8% ，10 月 份 环 比 上 升
0.1%，同比上升 0.6%。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主
任刘澄分析称， 目前的成交量下跌
可以理解为限购政策下对需求的抑
制， 但是开发商变相操作实质上削
弱了政策执行效果， 这也与今年地
产行业融资难度加大， 部分开发商
谋求加速回笼资金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