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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下的长沙楼市：毛坯项目开盘“秒光”
开发商捆绑销售违规频仍
本报记者 刘颂辉 长沙报道

“还有房子卖吗？”“剩余房源全

开盘就被“秒抢”。 湖南省房地产协

开发商额外收取“
搭板费”

会首席经济学家王义高分析， 楼市
火爆与近日来长沙市颁布的 《关于

除了购房时额外与装修公司签订合约之外，记者在走访过程中还发现，部分楼盘还存在“偷面积”现象，并在开盘时额外收取高
额“搭板费”。

贴在墙上，自己去挑吧。 ”这近乎卖
白菜的场景， 出现在近日长沙一热
销楼盘的售楼现场。

进一步推进新建商品住宅全装修建
设的通知》（以下简称“全装修新

据湖南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监
控数据显示，4 月第一周，长沙新房
客户来访指数环比上升 3.00%。 开
盘去化率方面持续居于高位， 开盘
的 4 个住宅项目共推出 947 套，成
交 889 套，成交率 94%。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走访长
沙多个房地产项目发现，“金三银
四”之际，楼市回暖明显，热点项目
呈现“一房难求”现象，毛坯房源刚

政”）和《关于实施差别化购房措施

随着楼盘预售证获批节奏加
快，长沙房地产市场供应将继续上

房及住宅成交面积及套数均出现
一定程度下降， 与首套刚需购房

值得关注的是， 在购房市
民恐慌情绪蔓延的同时， 长沙

部分已经装修好的业主不支付装
修款。 目前已逐步与剩下的业主

的通知》（以下简称“首套刚需购房

扬。 据市场机构不完全统计，4 月

群体优先政策有一定关联， 暂时

房 地 产 市 场 出 现 楼 盘 “烂 尾 ”

达成共识，委托开发商介入，将装

群体优先政策”）有潜在关联。
此外， 开发商毛坯改精装等捆
绑销售、变相加价等现象时有出现。

份， 长沙预计有 30 余个项目开盘
推新， 有 6 个纯新盘项目选择在

挤出了部分二套房购买者。 但这
只是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短期断层

整装的情况， 上述某开发商在
长沙的项目就陷入这种维权风

修工程进行解决。
上述负责人透露，公司方面看

现象， 当首套刚需优先购房者迅

波中。

好长沙房地产市场，下一步，也在

“银四”亮相。

近日，某开发商位于长沙的项目，就

0731 地 产 研 究 所 的 观 点 显

由于装修纠纷陷入维权旋涡。
该开发商湖南公司负责人在回

示， 成交方面，3 月末长沙的商品

速补上此缺口时， 成交量将会有
较明显的增长。

针对上述问题，长沙市住建

应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后期将介
入协调， 重新邀请第三方公司解决

推出的购房加“4 万元享 12 万元
精装修”的营销广告后，与开发商
引荐的合作装修公司成都美廓建

委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 楼盘原本宣传带装修
交付， 遇到装修公司中途停工

剩余房屋的装修问题。

筑设计有限公司， 签订了装修合
同，合同总价款为 3.5 万元，算在

的情况， 开发商有责任处理后
续事宜。

房价之外，约定竣工日期为今年 1
月 2 日。 履行合同期间，该装修公
司多次滞工甚至停工， 并且变更

除了购房时额外与装修公司
签订合约之外，记者在走访过程中
还发现，部分楼盘还存在“偷面积”

办公地点， 留下业主未装修完的
房屋。

现象， 并在开盘时额外收取高额
“搭板费”。

据天眼查显示，成都美廓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7

在万象府台项目营销中心，
购房者可以享受“赠送面积”，但

日登记注册，旗下的长沙分公司于
2017 年 4 月成立， 目前该分公司

在开盘时要求收取 1 万元到 8 万
多元不等的“搭板费”，该部分费

状态显示已注销。
记者来到上述项目售楼部，

用需一次性支付至施工单位指定
的银行账户。

置业顾问熊小姐介绍，“4 万元享
12 万元精装修”活动已经结束，前

万象府台项目营销总监在现
场向记者介绍，二期 300 余套房源

期业主反映的问题已经在着手处
理。 上述开发商湖南公司负责人

在天井的位置都有赠送面积，大至
四五十平方米， 小至十余平方米，

向记者介绍， 整装活动涉及 200
余户业主， 已经基本解决了后续

2019 年底交房。 当记者质疑搭建
位置是否符合建设施工规划时，其

问题， 仍有 10 余户未协调完善。
装修公司停工离场， 是因为前期

表示，目前没有听到任何说法是属
于违章建筑。

调控新政可能对市场的回暖有影响，让购房者更加感觉
“
一房难求”。
“
3 月 25 日～31 日，长沙新房客

政策”，长沙限购区域内“限房价、竞

户来访指数环比上升 17.44%，4 月第
一周， 新房客户来访指数环比上升

地价”的商品住房项目（不含定向限
价房） 和新建商品住房项目中 144
平方米（含）以下户型的普通商品住
房，将优先满足首套刚需购房群体。

体的入市意愿正在逐步凸显。

长沙之外地区有拿地计划。

红网发帖反映， 在知悉上述项目

楼市火爆“
秒光”频现

3.00%。”从湖南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监
控数据可以看出，近期，长沙购房群

一名购房者在湖南当地媒体

业内人士认为，调控新政可能

王义高向记者介绍， 去年长沙

对市场的回暖有一定影响， 让购房

楼市产生一波上涨高潮， 去库存压
力减弱，一直延续到今年 3 月份，高
端楼盘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同

者更加感觉“一房难求”，特别是导
致毛坯项目的购房者激增。 这个观
点得到一名长沙市住建委内部人士

时，他认为，尽管在宏观经济调控之
下， 购房者依然觉得越调控越造成

的认同：“精装修交付的话， 房款肯
定要贵些， 会导致很多购房者抢购

房源稀缺，担心今后调控措施加强，
才趁着机会抢先入市。
记者在多个楼盘都听到了“好
楼盘稀缺”的声音。在长沙开福区春
和景园项目， 长沙市民钟先生支付

单价较低的毛坯项目。 ”
春和景园项目成为长沙首家
按照“首套刚需购房群体优先政
策”执行的楼盘，置业顾问介绍，在
4 月 1 日晚上， 其 603 套刚需毛坯

7 万元认筹了一套 146 平方米的房
源。“现在房价有些贵，但是没办法，
看到所有人都在买， 感觉房源比较
紧张。而且担心调控政策之后，房价
会水涨船高。 ”
3 月 15 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

房源开盘就被抢购一空。“不论顶

监管部门仍需加码整治

楼还是一楼，各种不好的户型也基
本上是‘秒光’。 ”

长沙市住建委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一房一价”原则，开发商额外收费不算在房款里，肯定是不合适的。

记者在走访中还了解到，长沙多
个楼盘如龙湖紫宸、 保利大都汇、阳
光城、麦芒国际等均遭到市场抢购。
不过， 长沙楼市整体成交量并

出台“全装修新政”，规定芙蓉区、天
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等市

不高。 据湖南中原数据平台显示，4

内五区新供地的商品住宅项目，采
用全装修建设交付的比例不低于

月第 1 周，一手住宅成交 524 套，成
交面积 5.70 万平方米， 环比分别下

70%；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

跌 43%、45%。 新房成交量持续下跌

市新供地的商品住宅项目， 占比不
低于 30%。
紧接着，3 月 27 日， 长沙市住
建委推行“首套刚需购房群体优先

主要源于楼市供应还未跟上。4 月第
1 周，长沙内五区新增商品住宅 302
套，4.19 万平方米，供应套数、面积
环比分别下跌 86%、84%，高位回落。

近日，长沙多个楼盘看房量激增，售楼处门庭若市。

本报记者刘颂辉 / 摄影

长沙出台“全装修新政”有利
于增加商品房销售透明度，但业内
人士也持有另外一种担忧。
一位熟悉长沙房地产行业的
人士表示， 要求房源进行精装修

险。 由于目前长沙的房源多为毛
坯销售，若换为全装修交付，势必
增加购房成本， 由此带给开发商
变相加价的空间。
对于万象府台项目存在的问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部门早已
对楼市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管。 3
月 27 日，长沙市发改委官网显示，
经岳麓区发改局调查，万象府台项
目开发商湖南天福房地产公司计

期工作的同时，严格依法依规对商
品房进行销售， 不可进行捆绑、变
相加价等不法行为。
长沙市住建委房地产市场监
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一房

交付，实际上对成本、质量、环保、

题，王义高指出，其存在捆绑销售

划对项目楼盘镂空层进行搭板，是

一价”原则，开发商额外收费不算

材料和装修隐匿程度等方面要求
较高，甚至装修过程中，由谁验证

的嫌疑，一来业主与开发商“你情

出于方便业主居住需求、统一规范

在房款里，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所

材料还未明确。 在出台实施全装
修细则之前， 仅仅要求开发商诚
信经营是不够的， 若缺乏第三方

我愿”接受赠送面积，二来开发商
利用湖南对赠送面积管理不严格
的漏洞， 乱许诺， 乱提供赠送面
积，监管部门应该规范管理，进行

化施工、批量施工降低成本、减少
业主自行搭建时的安全隐患等因
素而进行， 且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开发商未收取客户任何搭板施

谓的“赠送面积”进行搭建，一般是
不允许存在的，如果不能通过建筑

监管， 仍存在出现开发乱象的风

打击。

工费用。该局告诫开发商在做好前

特约撰稿朱金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规划许可，后期有被城管部门定为
违章建筑而拆除的风险。

未拿地却提前 4 个月销售 售后返租承诺每年 7%收益

天山发展控股两项目或涉违规
本报记者 夏晨翔 童海华
石家庄 承德报道

近日，天山发展（控股）有
限 公 司（02118.HK， 以 下 简 称
“天山集团”）发布 2017 年全年
业绩公告， 宣布其年度营业额
创出新高， 达到 49.827 亿元，
同比增长 30.6%， 净利润 1.03
亿元，同比下降 13.6%。
在营业额增长背后， 则是
天山集团为加速项目资金回
流， 在项目未达到预售条件时
即涉嫌违规销售。
近期，《中国经营报》 记者
在走访该公司项目时发现，其
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才通过
土地招拍挂受让、 规划建设的
石家庄“天山熙湖三期”项目，
尚未取得预售证却已提前几个
月开始销售。
此外，记者还发现，该公司
位于承德市的“天山桃李源”项
目，则公开宣称“购买商铺立返
5 年租金，15 年包租”。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规定，商品房需达到一定
建设条件后才能预售。 而《商品
房销售管理办法》也明确，房地
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售
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
商品房。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
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
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对于上述情况， 记者多次
致电致函天山集团， 但是截至
发稿，并未收到任何回应。

未拿地却提前 4 个月销售
“
我们现在证件不全。 您可以先

随后，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项

“天山的很多项目，都是在拿地

对此， 石家庄市住建局房产市

建设总投资的 25％以上，并已经确

交钱锁定房源，签一个认购协议，等
五证齐全的时候再签正式合同。 ”在
位于石家庄市天山大街与长江大道
交口东北角的天山熙湖三期售楼
处，一位销售人员如是表示。

目一层洋房需缴纳 125 万元认购
款，二层、平层和顶层则分别为 105
万元、85 万元和 95 万元。 此外，对于
不同房源， 该项目还推出了对应的
优惠活动。 其中，高层产品可享受交

之前，员工先内购一批，拿到地之后
对外放出风声，就有客户来看房了，
而等五证齐全的时候已经没有房源
了。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早在 2017
年 8 月， 天山集团就已组织员工对

场监管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五证
不全是不允许销售的，若情况属实，
将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购房
者与开发商私下签订的认购协议并
不受法律保护，日后一旦出现纠纷，

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那么， 为何在 2017 年 12 月才
竞得的地块，销售人员却表示早在 8
月份就开始
“
内购”，而开发商又是如
何
“
未卜先知”自己能够拿到土地？对

据其介绍，该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拿地，2018 年 3 月开盘，共规划建
设 2 栋高层和 9 栋洋房。 目前，高层
均价为每平方米 19000 元， 洋房则
根据户型、楼层等条件不同，价格在
每平方米 23000～30000 元不等。 而
由于该项目尚未取得预售证， 备案
价格并不明确， 购房者可以先缴纳
一定资金进行选房， 等签订正式合

2 万元抵 4 万元、每平方米减 200 元
的优惠；洋房产品则为交 5 万元抵 8
万元、每平方米优惠 300 元。
以平层洋房户型为例， 购房者
所交 85 万元中，80 万元为“首付
款”、5 万元用于参加优惠活动，若
优惠后总房款为 300 万元， 首付三
成为 90 万元，则购房者只需再补交
10 万元，以达到签订正式合同所需

该项目进行内购， 其中 9 号、10 号
楼全部房源均被清盘。
事实上，直到 2017 年 12 月 22
日， 天山集团才通过土地招拍挂竞
得该项目所在地块。 据其官方网站
显示，该地块编号为【2017】045，位
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祁连街与学苑路
交口西北角，总占地 54 亩，总建筑
面积 11 万平方米，计划打造天山熙

开发商不退还购房款项， 政府部门
也很难解决。
实际上，据《中国经营报》记者
查询了解，《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
法》明确，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一） 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
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
可证；（三） 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

于这一疑问，销售人员仅表示“开发
商通知的”。 负责该地块出让的石家
庄市高新区国土局地产市场科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在土地出让时，
一般会提前一个月时间进行公示公
告。 但是就该地块而言，并不清楚开
发商为何能提前数月知晓。
记者也就上述问题多次致电致
函天山集团官网的联系电话以及官

同时，再根据首付比例，补齐差价。

的首付款即可。

湖第三代洋房产品。

算， 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

方邮箱，但未获得公司的回应。

与上述项目需要“放出风声”、
尚显“低调”相比，天山集团位于承
德市双桥区翠桥路旁的天山桃李
源项目，则在销售中心门前摆放着
醒目标语，公开宣称“即买即收益，
立返五年租金”。

元。 其宣传中所称的“立返五年租
金”，是以每年 7%、五年合计 35%计
算，直接计入总房款中，即购房者实
际支付房款为总房款的 65%。
而从第六年起，业主、租户、运
营商三方进行协商， 重新决定租金

李源项目周边在售的市场类商铺均
价同样仅在每平方米 25000 元左右。
对于是否会因为商铺位置不同，
导致收益不同，天山桃李源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按照上述计算方式，租金
收益与商铺位置并无关系。“
我们这

但是， 当记者提出能否由业主自行
招租或者不出租、自己运营时，工作
人员却表示：“不能私自出租。 我们
与租户直接签了 15 年的合同，统一
包租、统一管理。 ”
对此， 承德市住建局房地产市

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
方式销售商品房。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
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事实上， 在走访天山桃李源项
目时， 销售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该

“您现在买， 立刻就能拿收益
了。 后续出租不用您管，运营商统一
运营管理。”在销售中心，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项目于 2017 年 6 月
正式运营，目前已全部招商完毕，客
户在购房之后即可收取租金回报。

价格， 收益计算方式为业主所持商
铺的总房款除以所在楼层的总收
益，再乘以当时租金。 彼时，业主可
每半年收取一次租金， 但需与运营
商进行九一分成。
“我们返了五年租金之后，其实

儿有的洗手间， 其实也是一个商铺，
收益也都一样，只是没有产权证。 ”
在销售中心， 工作人员向记者
展示了该项目的“五证”。记者发现，
其预售许可证早已于 2015 年取得，
但是为何时隔两年才对外销售，工

场监管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相关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
不允许进行售后返租的， 但是这一
行为通常会分为两种情况， 仍需进
一步核实。 一种是开发企业自行组
织售后返租，即为违规行为；另一种

项目由天山集团运营， 而在其展示
的宣传页中，也明确表示“天山集团
拥有多年商业运营经验， 让您无忧
做房东”。
但是， 上述承德市住建局工作
人员则告诉记者：
“
开发商懂政策，在

据了解，该项目为 40 年产权商
业用地，定位为艺术培训、科学教育
为主的商业广场。 根据商铺位置不
同，目前一平方米、一天租金为 6～
8 元，出售均价则为每平方米 38000

每平方米单价只有 25000 元左右。 ”
工作人员表示。 除了返租之外，购房
者还享受交 5 万元抵 8 万元和总房
款打九七折的优惠。 但是，记者在随
后调查附近项目时对比发现，天山桃

作人员则表示：“我们的定位是特色
教育，这两年是为了培育市场。 ”
而在商业广场内，记者看到，入
驻商铺确实均为从事舞蹈、钢琴、书
法、英语等艺术、教育类培训机构。

则是开发企业承包给第三方公司，
由后者与业主进行合作，“打了个擦
边球，把政策风险给绕开了”。
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

对外销售时，仍以该公司名义进行担
保宣传，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很有
可能已经把责任转嫁出去了。 所以，
如果无法证明开发商与第三方运营
商有隶属关系，就很难立案。 ”

售后返租承诺每年 7%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