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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多次到访，青皮林保护区逾 900 亩土地被侵占

华润置地海南项目逾千亩土地将被有偿收回
本报记者 郭敏敏 万宁报道

环保风暴席卷整个海南，
尽管万宁日月岛项目未对青
皮林保护区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青皮林保护区内的房地产
开发情况亦引起了环保督察
的注意。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实
地调查了解， 位于青皮林保
护区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主
要为华润石梅湾九里， 该项
目目前已建设至第五期。 尽
管华润石梅湾九里项目已经
依法依规获得了相应的土地
使用权以及项目规划建设等
许可，但在保护区内，其已建
成部分项目均未办理林地手
续， 并且踩了青皮林保护区
生态红线。
“青 皮 林 保 护 区 开 发 已
20 多年，虽然对于青皮林尚
未造成实质性影响， 但项目
在保护区范围内， 加大了我
们对保护区的管理难度。 目
前涉红线的项目将被要求整
改，整改的方式尚未明确。 此
外华润石梅湾九里项目未开
发的土地亦将被政府有偿收
回。 ”海南省万宁市林业局下
属青皮林保护区管理站站长

保护区逾 900 亩土地被侵占
尽管在卓上标和青皮林管理站副站长王运平看来，石梅湾旅游度假项目的开发目前对青皮林尚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无疑加大了青皮林的管理难度。
在北纬 18°11′， 东经 110°
11′之间， 经年累月自然形成了一
条逶迤绵延约 16 公里，宽度 400 米

经营区 7381 亩，其他地类 1573 亩。
“青皮林保护区在世界上只有
两片， 其中一片就在海南万宁石梅

青皮林保护区没有围挡， 外来游客
到访可以轻易入林，也不利于管理。
若对一草一木进行损害，长此以往，

大了我们的管理难度。 ”
根据卓上标提供的一份资料
显示，在青皮林保护区范围内，华润

地， 仅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占用了
保护区核心区土地约 16.34 亩。
“大部分项目是早已建设完

左右的青皮林带。 早在光绪二十七
年当地县府即以
“奉官立禁”刻碑晓

湾， 而片区内开发至今已快 20 余
年，但一直未能开发完成。中央环保

会对保护区核心区域的生态链造成
损害。

石梅湾九里已建成的项目中， 艾美
酒店、威斯汀酒店、加井咖啡厅及行

成， 所以我们没办法进行处置，在
2016 年曾有其他企业在保护区内

谕百姓，不得在此乱砍乱伐。
1980 年， 仍在广东省辖区内的

督察亦到访过 4 次。 ”卓上标介绍。
尽管在卓上标和青皮林管理

卓上标直言：“开发商拥有土地
证，他们认为土地是他们的，但又在

云流水海鲜坊、污水处理厂、直升机
坪、 游艇码头会所及部分道路建设

建房，未建成就已经拆除复绿。而早
期遗留下的已建成项目， 主要是华

海南，在广东省政府批准后在该区域
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 资料显示，整
个青皮林保护区总面积 14234 亩，其

站副站长王运平看来， 石梅湾旅游
度假项目的开发目前对青皮林尚未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但无疑加大了

保护区范围内， 我们有职责对区域
内的生态进行保护。因此，在开发的
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矛盾，或者遇

均未办理林地手续， 涉及青皮林保
护 区 范 围 内 面 积 总 计 约 900 亩 ，
90%所踩红线为青皮林保护区内实

润的，现在也面临整改，具体整改方
案还未知， 大面积拆除的可能性较
小，但相关林业手续需要完善。 ”卓

中核心区长 4784 亩，缓冲区 496 亩，

青皮林的管理难度。在王运平看来，

到踩生态红线开发的情况， 无形加

验区土地， 约 60.49 亩为缓冲区土

上标表示。

千亩土地将被有偿收回
根据决定书，万宁市国土局将以 2.7 亿元的价格收回华润石梅湾九里项目未开发建设土地，共计总面积约 1246 亩。
一方面， 华润石梅湾九里项
目已建成并侵占青皮林保护区土
地部分面临整改； 另一方面，该

主要原因是地块涉及到了公共利
益以及生态保护方面的问题。
据吴股长说明， 此次回收土

露， 华润方面并不太满意此次回
收土地的价格， 毕竟土地的增值
摆在那里， 就看华润如何和政府

项目未开发建设的土地面临着
被政府收回的情形。 本报记者从

地的价格 2.7 亿元主要按照 企 业
取得土地的成本，即土地出让金，

协商了， 而且政府这次督察力度
较大，华润应该也没办法。 同时，

万宁市政府国土局用地股获悉，
单位已于 2017 年 12 月向 华 润方

加上企业前期合理投入及相应利
息， 在海南省二十四号文件的基

他也透露，从近年开发的情况看，
华润对于石梅湾的开发力度有所

面下发了关于有偿收回土地的决
定书。
根据决定书， 万宁市国土局
将以 2.7 亿元的价格收回华润 石
梅湾九里项目未开发建设土地，
共计总面积约 1246 亩。 根据上述

础上计算而得。“在我们下发收地
决定书后， 如果企业不服从政府
的收地决定， 需要在 2 个月内提
起行政复议， 或在 6 个月内提起
诉讼。 目前我们还没收到华润关
于这方面的反馈。 ”吴股长表示。

华润石梅湾项目已建成的游艇码头、会所、干仓及配套项目，涉及青皮林保护区范围内面积为

减小，有向海口转移的趋势。
华润方面是否认可该土地回
收方案， 该项目后续土地对于华
润在海南的布局是否造成负面影
响？ 就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
致函华润方面， 截至发稿前尚未

吴姓股长解释， 此次收回土地的

不过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

162.03 亩。

获得回复。

本报记者郭敏敏 / 摄影

卓上标指出。
本报记者从万宁市国土

多宗土地曾被指闲置

局用地股获悉，单位已于 2017
年 12 月向华润方面下发了关

记者在希望小镇探访了解，该小镇已建设完成，项目密度较低，多为独户人家，目前稀稀拉拉入住了一些安置村民，但是逾七成安置房处于空置状态。

于有偿收回土地的决定书，拟
以 2.7 亿元的价格回收其位于
青皮林保护区范围内已获得
的土地使用权，涉及土地面积
土地回收的
总计约 1246 亩。“
原因主要是涉及公共利益以
及生态环保，目前尚未收到华
润方面的反馈。 ”万宁市国土
局用地股吴姓股长表示。

事实上， 华润因石梅湾项目多
宗土地闲置，曾在 2014 年成为海南
省闲置土地清查工作中的重点攻克
对象。 彼时，其闲置原因分为政府原
因及企业原因。 所谓政府原因指的

场置业顾问介绍，目前项目已经建设
至第五期， 但据记者实地调查了解，
其因政府原因导致的土地闲置问题
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在华润石梅湾九里项目建设初

“
很多村民想要就地安置， 但是
我们当初选址时一是考虑到石梅村
已经被划入旅游区范围内，后期若开
发建设，村民则会面临二次搬迁安置
问题；二是考虑到，村民搬到镇里，可

设完成后， 石梅村村民的搬迁意愿
并不强烈。 记者在希望小镇探访了
解，该小镇已建设完成，项目密度较
低，多为独户人家，目前稀稀拉拉入
住了一些安置村民， 但是逾七成安

不愿意搬。 ”卓上标表示。
上述礼纪镇副镇长则指出，镇
政府一直有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也制
定了一系列的再就业方案，但是村民
搬迁意愿也不强，原计划希望小镇将

是征地历史遗留问题、 被征地农民
补偿安置、 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或
者政府规划调整变更等。
尽管据华润石梅湾九里项目现

期，为解决当地石梅村村民的安置问
题，政府在礼纪镇投资建设了一个希
望小镇，由华润进行开发建设，用于
解决石梅村村民的安置问题。

以融入镇内，共享教育、医疗等配套
公共服务。 ”负责希望小镇项目的礼
纪镇副镇长向记者表示。
然而，2013 年希望小镇项目建

置房处于空置状态。
“
石梅村的村民，搬迁意愿并不
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搬迁后工
作问题难以解决， 所以很多村民都

安置 3115 人，大概 700 户，但目前签
订搬迁协议的仅 217 户，并且有部分
尚未搬入小镇，由于搬迁工作难以推
进，在 2014 年已暂时搁浅。

停工三月未信披

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地被按下暂停键
本报记者 张家振 三亚报道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01929.SH，以下简称“吉视传媒”）
在海南省三亚市投资的首个项

—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地被按
目——
下了暂停键，吉视传媒跨界文旅地产

推广案名为
“
吉贝香”，目前工地上的
两台塔吊已经停摆， 土地平整工作

海南省海岸带生态红线保护相抵
触， 需对规划调整重新上报后才能

造成的影响等信息进行信息披露，
或涉嫌信披违规。

公司正就政策适用范围及解决方案
与政府积极沟通， 尚未获得政府正

遇阻。
近日，《中国经营报》 记者实地

也没有完成，大片黄沙裸露。 据施工
现场留守工作人员介绍， 项目已经

复工。
不过，吉视传媒至今未对项目

“前期公司已按照上交所要求
对项目整体投资情况进行了披露。

式答复，公司将在明确政府意见后，
及时披露项目进展。”吉视传媒在给

调查发现， 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地

停工近 3 个月，主要原因是原规划与

停工现状、停工原因和对公司经营

近期，海南省房地产政策集中出台，

记者发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

跨界文化旅游遇阻？

停工困局
红塘湾旅游渡假区位于三亚
市区西部，以其原生海岸带资源和

的吉视传媒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
地在完成部分基坑支护、土方工程

容积率 0.7，计容建筑面积 4.93 万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 18.58 亿

月 28 日披露的 2017 半年报中就
表示项目已破土动工。

吉视传媒主营业务为在吉林
省范围内开展广播电视基本业务

目建设进展也并不顺利。 据了解，
2014 年 9 月 17 日， 紫竹房地产与

介于天涯海角游览区、南山文化旅
游之间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包括中
粮集团、鲁能集团、北京城建、陕煤
集团、国瑞置业和吉视传媒等六家
公司纷纷入驻。
目前位于红塘大道以北的中
粮红塘悦海、鲁能公馆、北京城建
海云家园及德 景海长安等多个房
地产项目已拔地而起，国瑞红塘湾
正在建设尚未达到销售条件。
根据规划，红塘大道以北以居
住用地为主，道路以南的多幅临海
地块为住宿餐饮用地， 规划有 11
家国际知名品牌五星级酒店和 1
家超七星酒店。 不过，记者实地采
访发现，与住宅项目建设火热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位于红塘大道以南

之后就陷入了停工困局。
项目施工方海南建设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一位留守人员告诉记
者，项目已经停工近 3 个月，大部
分施工人员已经撤回，只剩下几个
看工地的保安。
资料显示，2014 年 7 月 2 日，
吉视传媒以 1.26 亿元竞得北京城
建全资子公司三亚樾城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亚樾城”）100%
股权。 7 月 4 日，双方正式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 三亚樾城变更为吉
视传媒全资子公司。吉视传媒由此
获得三亚红塘湾旅游度假区内的
“E05 地块”土地使用权。
根据吉视传媒此前公布的信
息，项目占地面积 7.05 万平方米，

元，主要由万豪傲途格精选酒店和
可售物业两部分组成，其中万豪傲
途格精选酒店共计 270 间客房；可
售物业包括 54 套公寓式酒店和
78 套低层度假酒店。
“
项目资金来源将通过三亚樾
城注册资本金、自筹、国家文化产
业专项建设基金扶持、项目融资贷
款、项目预售款等方式解决。”吉视
传媒表示。
此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吉视传媒上述项目或还涉嫌未批
先建。 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项目
一期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获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内
容包括 2 栋公寓式酒店和 17 栋低
层度假酒店， 而公司在 2017 年 8

对于这一质疑， 吉视传媒在情
况说明中表示，项目为 2017 年海南
省重点项目、三亚市 2017 百日会战
项目，按政府要求，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对施工现场进行土方平整、设
置围挡等前期准备工作， 获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后，进行前
期工程施工，不涉嫌未批先建。
“项目是否涉及未批先建，要
看和政府是怎么协调的。如果构成
未批先建肯定要按照城乡规划法
进行处罚，但也不排除因为政策调
整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协调。项目
固化审批程序合法、手续完备才能
开工，这也是项目目前被迫停工的
主要原因。 ”三亚市规划委员会建
设规划科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和社会信息化服务业务。 受行业竞
争环境加剧恶化影响，提出“主业
突出、多业并举”发展战略，以广电
网络运营为主体， 以文化旅游、金
融板块为两翼的“一体两翼”，谋求
多元化发展与主业转型升级。
具体到文化旅游板块，吉视传
媒先后在吉林省抚松县和海南省
三亚市布局长白山文化产业园项
目和三亚红塘湾旅游度假区项目。
其中，长白山文化产业园项目总投
资 25 亿元，项目由吉视传媒旗下吉
林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紫竹房地产”），致力于打
造集精品酒店、温泉疗养、休闲度
假、狩猎旅游、影视创作和拍摄基
地、民俗文化博览等的旅游品牌。

抚松县国土资源局签订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获得抚松县
东岗镇东侧、 天池大路南侧的 4 宗
地块，其中 A-1-3 地块用于建设铂
尔曼度假酒店项目，主体工程部分
已建设完成，其他 3 宗地块因政府
征地程序没有按时完成，导致没有
按照约定时间交付相应土地。
三亚红塘湾旅游度假区项目也
是吉视传媒跳出吉林， 走向全国的
首次尝试。吉视传媒表示，作为公司
在三亚投资开发的首个文化旅游综
合体， 将全面提升吉视传媒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 并对公司打造新的盈
利增长点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从而
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推动公
司多元化发展与产业布局。

吉视传媒在公司 2017 年半年
报中披露的信息显示，长白山文化
产业园一期工程主体工程已经完
工，装饰工程施工进展顺利，酒店
周边景观道路、综合管网进入施工
阶段；三亚视觉文化体验基地已破
土动工。
记者梳理发现， 公司旗下负责
房地产开发的两家全资子公司目前
均处于亏损状态。 截至 2017 年上半
年， 紫竹房地产和三亚樾城净利润
分别亏损 47.8 万元和 17.4 万元。 目

“相对公司主业而言， 存在因
跨界经营或管理不善带来的投资
效率低下等投资风险。 ”对于项目
潜存的风险，吉视传媒坦言，如后
续项目建设、销售过程中出现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旅游市场低迷
或竞争加剧、产品规划定位无法获
得市场认可或同质可替代产品增
多等因素，项目投产后能否实现预
期效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对于因三亚项目停工导致的损
失问题， 吉视传媒董秘办负责人在

前，公司已分别向两家公司“输血”
2.10 亿元和 3.65 亿元。
数据显示， 上述两个旅游地产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是
因为政策原因导致的方案调整，公
司认为政府部门是应该给予一定补

项目总投资 43 亿余元， 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则分别为 22.15
亿元和 3.66 亿元。
事实上，长白山文化产业园项

偿的。不过其同时表示，由于目前还
在和三亚市政府部门沟通， 存在很
多不确定因素， 具体信息以公司正
式公告为准。

触及海岸线保护生态红线
“万豪傲途格酒店，计划 2019
年第四季度投入试运营。可售物业
部分于 2018 年 1 月开盘销售，计
划到 2020 年实现销售率 80% 以

和新颁布的海岸线保护与开发规
定相抵触，现在只能重新修改建设
方案上报审批，项目何时复工还不
能确定。

域） 向陆地延伸最少 200 米的生态
保护红线。 根据规定， 海岸带陆域
200 米范围内的 I 类生态保护红线
区， 禁止与保护无关的各类开发建

于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说法。吉视传
媒表示：“公司根据政府要求和工
程进度安排，已经完成了项目前期
工程施工，目前正根据项目实际情

上。 ”这是吉视传媒在 2016 年 11
月份向投资者描绘的图景。
根据公司公布的项目预计收
益分析，可售物业全部售罄后，预计
整体销售收入为 16.6 亿元，动态投
资回收期 4.23 年（税后）；万豪傲途

记者获得的项目环评报告显
示，根据新版《三亚市城市总体规
划（2008~2020）》要求，红塘湾所属
区域彼时属三亚市尚未开发的海
滨，沿海一线建筑物后退大潮最高
潮位线应大于 100 米。 根据三亚市

设活动；II 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
工业生产、矿产资源开发、商品房建
设、规模化养殖等开发建设活动。
“根据之前的规定，一线临海
项目需自平均大潮最高潮线向陆
地延伸预留 100 米， 现在按政策

况进行建筑方案细化及调整。根据
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意见，项目
建设用地不在三亚市生态保护红
线区范围内。 ”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智斌分析认为，如果项目占公司营

格酒店建成后，除托管运营外，整体

规划局用地红线退让要求，酒店主

要求需预留 200 米， 原规划审批

收比重较大，同时规划变更可能会

市场估值预计在 18 亿元左右。
不过目前来看，这一目标已经
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项目

体距南海最高潮位线的距离约为
103 米，符合当时的规划要求。
此后，海南省政府印发《海岸带

的部分建筑要调整成湿地公园。 ”
杨敦建表示， 现在正着手沟通方
案调整事宜， 审批通过之后就可

影响项目建设进展和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即使是因为政策原因导
致规划调整，不管政府有没有相应

停工的原因，三亚樾城项目部负责
人杨敦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主要是因为公司此前上报的规划

保护与开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琼府〔2016〕83 号），划定了沿海区
域自平均大潮最高潮线（海岸带陆

以重新开工，“预计方案调整后地
块总建筑面积将减少 40%左右”。
不过，吉视传媒否认了项目位

补偿，最终定论如何，上市公司都
需要及时做信息披露，股东和投资
者有权利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