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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城事”由《中国经营报》区域经济与房地产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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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我们的目标是呈现中国经济的区域热点，及其
与房地产、家居建材等行业的联动效应！
中经城事微信号：zjqy_2013

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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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洲控股退出香港地产项目 内保外贷融资数十亿港元
天津宝龙广场商铺大量空置 业态面临艰难调整
新闻电话 /（010）8889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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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椰风海韵，碧海蓝天，每年冬季，海南成为中国北方和东北住客与游客向往的
目的地。 然而，随着外地住客的暴增和房地产的火热开发及填海造地，海南的沙滩越来越少
了，海南的生态也受到严峻挑战。 海南省一些市县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热衷于搞
“短平
快”的速效政绩工程，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指到哪儿，政府规划跟到哪儿，鼓了
钱袋、毁了生态。
狗年春节前夕，《中国经营报》记者深入海南省海口、三亚、儋州、万宁等填海造地问题突
出的多个地市展开了调查，试图揭开海南
“
向海要地”
“
向海要房”热情高涨背后的成因，并深
入探讨戴上生态
“
紧箍”的海南楼市将走向何方、过分依赖房地产的海南经济结构将如何调整
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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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楼市戴上生态“紧箍”
位于三亚的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配套“海上餐厅、游艇码头及栈桥”项目未批先建，对珊瑚礁生态造成了较大影响，已被责令拆除恢复原状。 图为项
本报记者张家振 / 摄影

目拆除现场。

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 张家振 郭敏敏

养老、 购房置业等需求刺激下，海

态监管风暴正改变着海南楼市走

对违规违法项目实施“双暂

戴 上 生 态“紧 箍 ” 的 海 南 楼 市 将

三亚 万宁 儋州报道

南省多地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据
统计，2017 年来自海南岛外的“候

向。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
见，海南省一些市县重经济发展、

停”(暂停建设 、 暂 停 营 业 )， 全 面
停止办理产权式酒店用地审批，

走向何方？
近日，《中国经营报》 记者深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每到隆冬时节，来自东北和华
北等地的游客与住客纷纷“候鸟南
飞”， 这也是海南省一年中旅游最
火热的季节。
在旅游度假、短租休闲、养生

鸟族” 买走了 85%以上的商品房，
而且这一比例还有上升趋势。

轻环境保护，热衷于搞“短平快”
的速效政绩工程， 财政过分依赖

严禁围填海， 严格管控海岸带、
生态红线区域以及中部生态核

入海南省海口、三亚、儋州、万宁
等填海造地问题突出的多个地市

耿海清博士
填海造地作为一种缓解土地供需

与往年不同的是， 随着中央
环保督察组和国家海洋督察组相

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指到哪儿，政
府规划跟到哪儿，鼓了钱袋、毁了

心区内的房地产开发等一系列
政策出台，能否根治海南填海造

展开了调查，试图揭开海南“向海
要地”“向海要房” 热情高涨背后

矛盾的做法， 在我国沿海地区具有其
合理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失

继入驻， 一场席卷海南全省的生

生态。

地“失序、失度、失衡”的“病灶”？

的成因。

控。地方政府发展临港工业和开发房地
产的热情不减，城市规划不合理、建设
用地指标不足、 土地征迁难度日益加
大、填海造地成本较低、审批手续相对

房地产“一业独大”
“
海南真的不能再做‘房地产

儋州和万宁房地产市场销售面

加工厂’了。 ”近日，海南省国土资
源厅副厅长吴开成在一次新闻发
布会上公开表示。
据了解，尽管 2017 年海南省海
口、三亚等多地启动了限购措施，但

积和销售金额均出现大幅增长。
2017 年 儋 州 全 市 房 屋 销 售 面 积
246.6 万 平 方 米 ， 比 上 年 增 长
147.0%；房屋销售额为 184.3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1.6%。 2017 年前三季

进行房地产调控以改变对房地产
业依赖性较强现状的背景下，房地
产业仍是稳增长的重要产业，房地
产开发投资的占比不降反升。三亚
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4.1%，

经济增长影响明显。 2017 年房地
产业增长 14.6%，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达 33.0%， 占 GDP 的比重同比
提高 1.7 个百分点。
万宁市的情况同样不乐观。该
市统计局公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17

响。目前我市主要依靠房地产开发
投资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亟
待优化。 ”万宁市统计局表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海南相对
缺少工业基础支撑，本身依赖旅游

这并未阻止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
爆。 例如，海口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 年 海 口 市 房 屋 销 售 面 积
549.47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7%；

度，万宁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93.49 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63.3%；商品房销
售额 122.33 亿元，同比增长 116.5%。
不过， 商品房销售火爆的背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 63.3%，
高于上年同期 10.9 个百分点。
“
投资结构单一， 投资结构不
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方面，房

年前三季度，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105.79 亿 元 ， 其 中 房 地 产 投 资
62.55 亿元，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的 59.13%，占比超过一半。

和房地产业，相对来说房地产对经
济增长和投资拉动短期见效快，也
让海南一些地方特别是沿海的部
分的县市养成了“房地产依赖症”，

推动力主要表现在房地产资本的力量
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
“
合力”，房地
产企业为了土地和利润， 政府存在推
动城镇化、税收和招商引资的需求。

三亚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213.79
万平方米，增长 41.1%。 截至 12 月
底，三亚市商品房库存 196.65 万平
方米，去化周期仅约 7 个月。

后，房地产
“一业独大”的局面并未
改观，三亚、万宁、儋州等地经济增
长对房地产业仍存有较大依赖性。
以三亚市为例，在海南省全力

地产开发投资占比大； 另一方面，
实体经济投资项目少。 ”三亚市统
计局表示，全市经济增长对房地产
业有较大依赖性，房地产业对全市

“
随着我省对房地产业调控政
策的继续实施，势必影响我市房地
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一旦增长放
缓， 固定资产投资将受到很大影

从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来看，肯
定会寄希望于逐步降低对房地产
的依赖，但是最终降低多少还要看
政策落地的力度和时间。

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最大问题
是，只看到了眼下的利益，而忽视了填

事实上，上述多个房地产热销
地市也成为了此轮环保督察问题
频发的重灾区。

包括分批审批规避监管、擅自调整
填海土地性质用于房地产开发、以
罚代管查处不及时、部分填海造地

准填海 386.13 公顷用于旅游娱乐基
础设施建设，规避国务院监管。
在万宁、儋州等地，还广泛存

2014～2015 年项目填海竣工验收
后，万宁改变旅游用途的 5.6 公顷
用于房地产建设。

红塘湾海域违法填海查处不及时，
以罚代管， 放任违法填海行为，导
致违法填海面积由 13.42 公顷扩

根据记者获得的国家海洋督
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清单显示，海南

项目土地长期闲置等。
例如，2013～2014 年，海口市政

在擅自调整填海造地项目土地性
质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违规行为。 例

据了解，监管不力、处罚不严
成为违法填海乱象丛生的重要原

大到 101.59 公顷。
而海口市灯塔酒店项目、文昌

全省共有 30 余项问题需要整改，
整改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底前。
记者梳理发现，海南省部分地
市存在的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主要

府及海洋部门在海口如意岛项目用
海审批过程中，将只拥有一个立项文

如万宁日月湾日岛项目申请、批准
的用海类型为旅游娱乐用海，海南
省海洋部门也明确要求“禁止填海
造 地 开 发 普 通 房 地 产 项 目 ”， 但

因。 例如，根据督察反馈，三亚在明
知红塘湾围填海项目存在违法用

市椰林湾度假村人工岛项目、南海
度假村人工岛项目填海成陆后，至

海的情况下，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加
快推进，三亚市海洋部门也对三亚

今仍未进行开发建设，土地使用处
于闲置状态。

填海造地规模失控

件的 19 个项目分两批确权给如意岛
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9 家子公司，共批

“多业并举”才是出路

简单等是导致填海造地失控的原因。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
心主任张孝德
海南填海造地热情高涨背后的

海造地给沿海生态带来的影响和破
坏。 当生态文明建设长远利益和房地
产开发短期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一
些地方出于对土地指标的需求和发展
经济的渴望更加倾向于选择后者。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 肖
金成
全国对海南的旅游度假和买房
置业需求旺盛， 对于海南经济发展来
说并不是坏事，但
“
候鸟型”的季节性
需求对于整个海南省的服务业和住房
市场来说非常不利， 冬季常常人满为
患，夏季旅游业和服务业相对萧条。
海南完全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

据了解，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2017 年 9 月 22 日，海南省委审议通

核心区开发新建外销房地产项目。

店用地审批手续 (含农用地转用、

最看重的也是蓝天碧海金沙滩这

增长并不可持续，也极易造成资源的
空置和浪费。对房地产进行严控并不

和国家海洋督察组反馈情况，海南省
已责令相关地市对违规违法项目实

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

2018 年 1 月 10 日，有“海南
史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之称

土地供应和改变用途审批)； 禁止
将商品住宅用地与其他产业项目

些自然条件，目前海岸沿海的优质
海岸线和海湾已经基本分割完毕，

能改变海南房地产一业独大的弊病，
关键在于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

施
“
双暂停”，即在建项目一律暂停建
设； 房地产项目暂停销售和宣传，其

明确提出， 实施严格的围填海总量
控制制度和规范审批程序， 除国家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
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 出台，

用地捆绑或搭配供应。
对于海南省出台一系列政策

严禁填海造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以
及严管海岸带生态红线的政策将

的同时多业并举， 补齐产业发展的
短板，比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他酒店、餐饮、旅游、娱乐等经营类项
目暂停营业。

和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民生
项目和重点海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对位于生态保护核心区的市县，停
止安排新增外销型商品住宅用地

对楼市产生的潜在影响，张大伟表
示，对于岛外的购房者来说，有意

使得一线海景土地和项目更加稀
缺，对于商品房供求关系的改变将

康养产业和对环境影响小的高端制
造业。

一系列政策规定也相继出台。

外，严禁围填海；永久停止中部生态

供应计划；全面停止办理产权式酒

愿买房的基本都是沿着海岸线卖，

逐步显现。

海岸线遭侵蚀 海南多房产项目被“双暂停”
本报记者 郭敏敏 海南报道

南各市了解， 目前文昌、 万宁、三
亚、海口等市沿着海岸线开发的情
况较为明显，此外，各市均有大面
积填海项目在进行。
主观判断或许存在一定的偏
颇，但数据却是最有力的证明。 根
据此次环保督察反馈的一组数据

权证 41 本， 涉及海域面积 617.25
公顷，而在琼海还出现了违规调整
海岸线的情况。
与此同时，海南省在 2008 年
将填海项目审批权下放至沿海
市县， 直至 2015 年才收回下放
的审批权， 但在 2012 年至 2014

公顷。
随着这一轮环保风暴的到来，
海南各市县填海工程项目都已暂
停，部分踩海岸开发红线的项目也
忙着整改。 据记者从万宁、文昌等
各市县所了解的情况，此轮被实行
“
双暂停”的项目在 2018 年复工的

显示，2012 年以来，海南省沿海各
市县在海域内累计发放土地使用

年期间，沿海市县共审批填海项
目 87 宗，确权填海面积 1447.83

可能性不大，而具体的整改措施至
今尚未明确。

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
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沿海区域自
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地延伸最
少 200 米范围内、特殊岸段 100 米
范围内，不得新建、扩建、改建建筑
物，具体界线由人民政府确定，因重
大建设项目需要新建、扩建、改建建

洲际酒店集团签约的项目，原本预
计将于 2018 年入市。 根据记者实
际观察，该酒店已踩 200 米海岸开
发红线，目前处于整改阶段。现场工
作人员则告诉记者，酒店正在进行
全面的装修改造，开业时间未知。
这仅仅是海南省海岸线被侵
蚀的一角。记者乘坐高铁到达万宁

整个神州半岛则被隆源地产
和中海地产两家企业所瓜分。在项
目范围内“13 公里醉美海岸线”的
推广宣传标语随处可见。记者在项
目现场注意到，项目公共用地区域
离海岸线仅咫尺之距，离所规定的
200 米红线仍有很大的距离。
但中海地产与隆源地产两家

共服务建设）为准？ 万宁市国土局
用地股吴姓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指出：“200 米海岸开发红线是
以整个项目宗地至海域的距离为
准，并非只是其中的房子。 ”
海南锦诚旅游地产服务机构
董事长王路表示：“现在以及未来
海南对生态坏境的保护趋严，但早

筑物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在海口西海岸边带状公园地
绿线旁，上述内容被设为告示牌立
在路旁。然而，在该告示牌大概百米
开外，一所洲际酒店正在忙碌地整
改中。据了解，该酒店为海航实业与

市后注意到，当地市区房地产开发
力度远不及沿海区域。驱车从华润
石梅湾九里项目沿着滨海大道直
行，可以通往神州半岛，一路上金
泰、 保利等开发商的项目绵延不
断，但距离海岸仍有一定距离。

企业在神州半岛项目的现场销售
顾问告诉记者：“我们的房子都在
两百米开外，并不受红线影响。 ”
200 米海岸开发红线，到底是
以项目开发所建楼房至海域距离
为准，还是以整个项目地块（含公

期政府对海岸线的管控比较粗放、
宽松。所以现在看到两百米以内的
一些项目，多是在管控之前进行开
发建设的。 ”
对此，记者尝试采访中海地产
及隆源地产，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海南的沙滩越来越少了，小
时候我们去三亚、去海口到处都是
天然的海滩，现在海边更多的是房
地产废料。 ”一位海南当地的出租
汽车司机感慨道，多位受访的海南
当地居民均有同感。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访海

海滩上的开发废料

本报记者张家振整理

被叫停的人工生态岛
海岸线正在消失的同时，海南
各市县的填海工程亦声势浩大，海
口灯塔酒店项目、中弘如意岛、海航
南海明珠、文昌清澜半岛、万宁日月
岛、三亚凤凰岛及莲花岛等均在此

实文昌市住房和建设局相关文件精
神， 项目已经停工。 复工暂无时间
表。
根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清澜半
岛属于麒麟菜省级海洋保护区， 但由

次环保督察后进入“双暂停”（暂停
建设、暂停营业）状态。
记者注意到海航的南海明珠项

于该保护区未明确保护区的核心区、
缓冲区、试验区，难以实施有效管理。
2009 年至 2012 年其间， 在保护区内

目填海雏形已显，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停工已多时， 目前已经进行相应的整
改，但是复工暂时没有时间表。 同属海
口的灯塔酒店项目，紧挨着海口的
“
城
市客厅”万绿园，早已停摆多年。
而在文昌市高隆湾区，清澜半
岛项目也已进入停滞状态，渔人码
头早期建设完成的海鲜市场正在进
行拆除工作，现场的工作人员口风

共批准东郊椰林海上休闲中心、 南海
度假村、 青澜港 5000 吨级航道扩建
填海造地项目等 3 个填海项目。
对于后续项目将何去何从，记
者前往清澜半岛上的海南中坤渝安
投资有限公司进行采访， 其工作人
员以项目负责人外出为由谢绝采
访，后续电话采访亦被回绝。
记者从文昌市政府处了解到的

甚紧，均不愿对拆除项目做过多描
述。 而原来在市场内的摊贩则临时
在旁边搭了小棚继续做生意。

整改方案初稿显示，将对上述 3 个填
海项目实行
“
双暂停”，在 2018 年 12
月底前， 配合省海洋与渔业厅编制

在清澜半岛上，在建项目均已
停工，一期工程部分楼房绿网上仍
挂着十余个庆祝 25 楼封顶的横幅。

《海南省麒麟菜自然保护区总体规
划》， 依法划定保护区具体范围。 另
外，组织对 3 大项目开展海洋环境影

一位到项目现场给员工发布放假通
知的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
孙爱国告诉记者， 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 为配合中央环保检查，落

响科学论证评估，实施生态修复。“
这
只是初稿， 后续可能还会有所调整，
但是项目复工的可能性比较小，重点
方向是探讨如何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