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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称开发商可代纳税、免费更名

先交钱三年后再网签 限购后环京楼市交易转入“地下”
本报记者 金姝妮 廊坊报道

“不用担心限购问题， 可以先
和开发商草签合同，三年后再走网
签程序。”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
在走访环京区域楼市时，多个楼盘
销售人员称外地户籍可正常买房，
售楼处推出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方
案，但几乎都要求全款购买，并且

捆绑销售地下室。
事实上， 廊坊市 2017 年 6 月

郊、 香河、 大厂、 固安等区域在
2017 年 6 月廊坊限购升级后至今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成交数据置

出台的政策中规定，北三县及廊坊

年 3 月底，成交量保持低位，和限

“开发商太缺钱了，所以宁愿

市主城区、永清、固安、霸州、文安
等区域限购，非当地户籍家庭购房
需提供 3 年当地社保或纳税证明，

购之前形成鲜明对比。
以廊坊为例，2017 年前六个
月平均月成交面积为 28.1 万平方

违规，也要抢回现金。”一位不愿具
名的某房企高管说，他认为销售人
员所作承诺对于购房者而言，面临

前述不愿具名的某房企高管表

治县、香河县、广阳区、固安县、永清

且限购 1 套。

米，2017 年 7 月的成交面积旋即

的是或将损失房款、利息以及不能

示，开发商违规操作，一旦调控严格

县等区域的限购政策， 规定非本地

易居研究院提供的《中国百城
住宅库存数据》 表显示， 廊坊、燕

下降到 8 万平方米。“房产交易转
入了
‘黑市’。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正常网签、 开发商不愿交付的窘
房钱两空”。
境，也就是“

执行，可能面临政府处罚。“吃进来

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 购房首付

的全部吐出去，包括全额退款、给予
补偿等，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还有

比例不低于 50%， 包括新建商品住
房和二手房。

可能导致现金断流、债务违约、被迫

同年 6 月 2 日， 廊坊限购政策

烂尾。 ”
记者就廊坊市各辖区楼市运行
情况致电致函廊坊市住房保障和房

升级， 规定非本地户籍购房者有当
地 3 年及以上社保或纳税证明的，
限购 1 套住房， 范围涉及北三县及

产管理局， 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表

评称。

一楼盘号称每平方米可减 3700 元
“公司会找靠谱的第三方公司挂靠，为您交个税，三年后就可
以正常网签了” 成为楼盘销售人员向外地购房者推销的重要
话术。

购房者存“房钱两空”风险
对于购房者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合同的不确定性，因为附带条件
是三年以后如果具备购房资格才可以买， 如果没有资格就没法
做网签。

2017 年 6 月， 廊坊限购政策

因限购不能购买 70 年产权普通住

示会将采访函转给相关领导， 但截

廊坊主城区、永清、固安、霸州、文安
等区域。

出台当月， 本报记者在走访中了
解到， 有楼盘销售人员公开宣称

宅后， 销售人员称现在有新“政
策”。
“现在买房先和我们开发商草

至发稿前未收到回复。
随后，记者向廊坊市住房保障

虽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开
发商钻政策“空子”，迎合炒房客投

开发商“有关系、有渠道”，承诺外
地购房者不限购。 甚至有中介人

签合同，内容和正式的网签合同一
样，三年后再走网签程序。”销售人

员和代理机构公开叫价， 只需花
费 3 万 ~7 万元即可代办廊坊户

员说。
不过， 销售人员接着补充道，

和房产管理局咨询外地户籍购房
问题，表明有项目销售人员称三年
后网签，可代办纳税时，房屋交易

资需求的行为， 对购房者而言存在
哪些风险？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

与产权管理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

秀池认为， 购房者没有拿到产权证

口，社保也可以补缴。
时隔一年，在代办户口、补缴

如果三年后想要这套房子，期间就
得按月在霸州缴纳个人所得税；如

社保的“
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廊坊
的房地产销售圈又找到了规避政
策约束的新方法。
“我今天是过来交个税的，去
年 10 月份在这买了一套 80 多平

果期间将房子卖出去了，开发商可
以提供一次免费更名的机会。
承诺不受限购影响，只是推销
的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销售所言
“
力度非常大”的优惠方案。 以霸州

方米的房子，成交价 8500 元 / 平方

荣盛·阿尔卡迪亚·温泉城销售人
员为记者推荐的一套 85 平方米的
房源为例， 该房源报价 12524 元 /
平方米，优惠方案包括按时签约每
平方米减去 200 元、全款买房每平

米。”在霸州荣盛·阿尔卡迪亚·温泉
城售楼处，一位投资客告诉记者。
根据廊坊市限购政策规定，外
地购房者按月在当地缴纳个人所

霸州荣盛阿尔卡迪亚温泉城。 销售人员称每平方米最高可减 3700 元，但优惠后购房者实际
上每平方米还需加上 2000 元。

本报记者 金姝妮 / 摄影

示：“现在市场上确实有开发商说

就会有一定风险， 如果三年期间开

可以改名，可以卖，看到时候你的
运气了，谁知道三年以后政策会是

发商已经把房子抵押，资不抵债时，
房子可能会被拍卖， 使全款买房或

什么样。 ”
该工作人员补充道， 开发商这

分期买房化为泡影。“开发商这样做
也是迎合投资者的需要，规避政策，

么做就是为了躲避限购， 他同时提

尽快回笼资金。 ”赵秀池说。

醒购房者问清楚协议的具体内容，
确保三年后如果买不了开发商会退
钱。“签协议的时候必须说清楚，到
时候万一有政策变化， 交的钱能不
能全部退还，包括利息。现在让你们

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同接
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购房者而言，主
要问题在于合同的不确定性， 因为
附带条件是三年以后如果具备购房
资格才可以买， 如果没有资格就没

每平方米 1000 元。也就是说，在优

地多家房产中介、楼盘的销售人员

惠之后，购房者每平方米实际上需
要加价 2000 元， 其最高可减金额

称当地房地产市场已达成某种“共
识”， 能销售给非本地户籍购房者

仅为每平方米 1700 元。
霸州荣盛·阿尔卡迪亚·温泉

的项目均是如此操作。
荣盛发展否认该公司向不具

城的做法并非个例。 据记者了解，
项目而言，霸州锦绣华府、燕城益

备购房资质的购房者销售房屋，并
表示未帮助或承诺客户寻找第三

交全款，肯定特别优惠了，开发商现
在也急需用钱。 ”
问及开发商如此操作是否违规

法做网签。
“开发商说中途可以免费更名
一次， 关键是如果购房者没有找到

得税， 满三年后即可获得购房资
格。如今，“公司会找靠谱的第三方
公司挂靠，为您交个税，三年后就
可以正常网签了”成为楼盘销售人

方米减去 3500 元、 团购 7 万抵 8
万元三项。
三项优惠叠加后， 该房源单
价降低至 8824 元 / 平方米， 以至

津湾等项目销售策略确实与荣
盛·阿 尔 卡 迪 亚·温 泉 城 如 出 一

方公司挂靠在本地缴税，也不予更
名。锦绣华府开发商衡际集团办公

时，该工作人员表示，房管局系统没
网签， 开发商说房源没卖出房管局

合适的买家，更名也成了一句空话，
尤其涉及到将来房价上涨过程中，

员向外地购房者推销的重要话术。
霸州荣盛·阿尔卡迪亚·温泉

于在听到单价时，前述投资客忍不
住感叹道自己去年在该项目购房

辙，只是优惠力度、代纳税所需年
费用以及地下室销售价格略有不

室一位工作人员得知记者的采访
要求后，直接否认公司房源可以销

城销售人员介绍称， 目前在售户
型主要为 108、117 平方米的三居

时
“
也是八九千元”。
不过，虽然听起来优惠力度非
常大，但总房款中还要加上每平方
米 1000 元的地下室费用， 以及销

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
2017 年 3 月 22 日， 廊坊市发

退钱而已， 且往往开发商提供的草
签合同条件都非常严苛， 对购房者

当记者表示非霸州本地户籍，

售人员口中所谓的“
售楼处溢价”，

售给外地购房者，表示公司严格遵
循政策规定，并称会内部自查项目
销售情况。燕城益津湾销售经理在
得知记者身份后，以正在开车为由
挂了电话。

如果开发商不想卖了， 购房者也没
购房资格， 草签的合同是不受法律
保护的。 ”张志同说，而房子和钱都
被开发商握在手里， 实在不行就是

户型， 均价 11000~13000 元 / 平
方米。

同而已。
区域而言，记者在廊坊主城区
以及香河走访的项目，销售人员称

也无从判断。
安居客发布的《2016 国民安居
报告》 数据显示，2016 年环京城市
廊坊以 103%的同比涨幅成为国内

布针对市区及三河市、 大厂回族自

很不利，双方违约责任差距很大。

能销售给非本地户籍购房者的都
是采取三年后网签的做法。廊坊本

稳健派变身激进派 保利重回行业前三底气何在？
本报记者 郭敏敏 深圳报道

保利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600048.SH， 以下简称“保利地
产 ”) 的 扩 张 仍 在 持 续 ， 根 据
CREIS 中指数据显示，2018 年前
四个月保利地产以 506 亿元的拿
地金额位列房企第三位。
事实上，保利地产对规模的
诉求自 2017 年起愈发明显，早
在 2017 年 12 月的股东大会上，
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就曾明
确表示，在未来的两至三年内公

司要重回行业前三。 彼时，保利
地产与房企前三甲恒大、 碧桂
园、 万科之间的规模差距至少
2000 亿元。
然而， 在 规 模 前 三 甲 房 企
2018 年都开始避谈规模之际，保
利地产却一反以往国企稳健的态
度， 提出了明确并且略显激进的
规模目标， 在此目标背后保利如
何规划布局？
基于此，《中国经营报》 记者
致电致函保利地产， 截至发稿时
尚未获得回复。

同业竞争问题难解
保利系的整合由来以久，但推
进起来并不容易。 早在 2016 年，保

曾撰文表示， 保利系的整合最重要
和最难的是管理层的调整。

据了解，保利地产通过此次整
合间接持有了保利置业近 20%的

治。据媒体报道，双方曾内部签署同
业竞争协议， 规定保利地产不得进

利地产就曾尝试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保利置业相关项目，后保利地产

进入 2017 年 11 月， 保利地产
最终选择采用现金收购的方式，作

股权。 彼时，保利地产表示，未来境
内新增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均由保

入深圳、苏州等市场，保利置业则需
撤出北京。

公告称鉴于目前推进该重大事项的
条件尚不成熟，公司决定终止筹划

价 23.82 亿元收购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利地产为主进行开发，以逐步解决
保利地产和保利置业的潜在同业

然而随着地产业务的逐渐扩
张，双方业务重叠的城市也日渐增

本次重大事项。
“央企的整合更多是内部人士

保利”）持有的保利（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香港”）50%股

竞争。
同为中国保利地产业务的上市

多，协议并未让双方真正实现“泾
渭分明”， 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均有

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从外部年报
或者财务数据中较难发现。 ”房玲

权， 并按照 50%的持股比例承接保
利香港应偿还中国保利的股东借款

平台， 关于同业竞争的问题其实已
困扰保利地产和保利置业多时。 早

所交叠。
“目前双方同业竞争的情况已

表示。 易居中国执行总裁丁祖昱也

本金和应付未付利息 27.71 亿元。

在 2012 年， 双方就曾明确分区而

经有所改善。此前就曾做过划分，但
这种限制并未到竞争非常激烈的地
步。从保利置业的角度看，无论规模
还是土地布局，显得都不算太积极。
目前大部分地产资源还是集中在保
利地产下，现在才刚起步，具体以后
会怎样发展还很难说。 ”房玲直言。
在张宏伟看来， 同业竞争的问
题迟早会解决，当整合完成后，管理
架构、 组织架构乃至运营和区域布
局上都会渐趋整合。“在整合的过程
中存在同业竞争问题很正常， 随着

2000 亿元的规模差距
保利地产曾一度与万科、招
商、金地齐名，被简称为“招保万
金”，为行业的前四大房企。 但经
过近年来房企发展分化， 除了万
科仍保持着行业前三的位置之
外， 剩余三家早已荣光不再。 其
中，保利地产自 2012 年起就再未
挤进行业规模前三。
据保利地产 2017 年的年报，
公司在报告期内的销售额刚突破
3000 亿元大关， 位列 2017 年度
房企销售规模第五位， 同期的行

的， 但目前行业前三与后面的房
企差距都挺大的， 无论从现在存
在的差距还是发展的速度看，都
有一定难度。 ”
不过，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
张宏伟并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保
利地产目前也有 3000 亿元的规
模基础，若未来拿地布局充分，从
公司整体实力出发， 未来还是有
机会冲进前三。
“保 利 地 产 与 保 利 置 业
（0119.HK） 的整合若能够完成，

业前三甲恒大、碧桂园、万科销售
规模均已突破 5000 亿元， 换言

肯定能实现 1+1>2，无论从在售
项目还是土地储备看， 短期的业

规模化后遗症渐显

之， 保利地产与行业前三甲的规
模差距不低于 2000 亿元。
“对未来两三年保利再站到
前三的位置是有信心的。 ”在
2017 年 12 月股东大会上， 宋广
菊曾坦言对保利地产未来的发展

绩角度讲， 对保利地产而言会是
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 ”因此，在
张宏伟看来， 保利地产重回前三
的诉求并不算太激进。
而且，张宏伟指出，部分央
企曾被要求退出房地产业务，规

充满信心。 据克而瑞此前的年报
点评中显示， 这意味着最晚在

模靠前的保利地产存在整合其
他央企房地产业务资产包的可

若先撇开保利系地产业务整合
是否将加速推进保利地产的规模化
发展，单从保利地产本身的发展亦
可窥一二。
2017 年报数据显示， 报告期
内，保利地产新增 204 个项目，新增
容积率面积 4520 万平方米，同比增

2020 年，保利地产的规模将要达
到 5000 亿元，同时在建面积至少
达到 1 亿平方米左右。
明确的规模化目标， 一改身

能性及优势，这或许将成为保利
地产实现规模化的另一个关键
所在。
不过， 目前保利地产与保利

为国企以往低调稳健之风， 颇有
“大跃进”的意味。 在克而瑞分析
师房玲看来， 保利地产想要重回
行业前三有点难，“
目标是肯定有

置业的整合刚启幕， 也尚未实现
并表，因此在房玲看来，目前双方
的整合对于保利地产的规模诉求
而言，并没有太大帮助。

长 88%；新增土地储备总价 2765 亿
元，同比增长 128%。 其中与中航地
产业务的整合，使其间接获得了 20
个项目， 增加了约 910 万平方米的
土地储备。
除了继续推进在城市群深耕
外， 保利地产亦加大了对核心城市
周边三四线城市的布局。 在其 2017
年新拓展的 24 个城市中，逾九成是

本报资料室 / 图

整合完成，团队会优化、区域布局也
会优化， 整个同业竞争问题基本能
够解决。 ”

三四线城市。 截至 2017 年年底，保
利地产总土地储备达 13757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36%，其中待开发面积
达 909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2%。
然而，规模化路径之下，规模与
效益如何得到平衡亦成为摆在保利
地产面前的现实问题。

其中管理费用增幅高达 25.52%，销
售费用同比增长了 9%，财务费用同
比增长了 7.07%。
对于管理费用的增加， 保利地
产方面在年报中亦直言是因为公司
规模的扩大，导致管理支出增加，而
财务费用的增加则是因为有息负债

金流净额骤降 186.03%至 -293 亿
元，亦是近三年来，首次由正转负。
尽管 2017 年累计回笼金额为 2644
亿元， 回笼率处于历史高位，达
85.5%。 但全年新增土地储备总价
2765 亿元，已超出总回笼金额。
不过保利地产对于此负债情况

2017 年度报告显示，保利地产
2017 年营业收入为 1463.06 亿元，
同比减少 5.46%， 这亦是其上市 10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在年报中，保
利地产将其原因归结为受营改增及
项目结转区域结构的影响。
在营收负增长的同时， 保利地
产 2017 年度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三大项费用均在增长，

的增加。
数据显示，保利 2017 年新增有
息负债 1261 亿元， 净增有息负债
924 亿元。 受有息债务上升的影响，
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有所回升。 期
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净负债率分
别为 77.28%和 86.45%。
此外，现金流方面数据显示，保
利地产 2017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较为乐观， 其在年报中表示公司总
体债务结构合理，总体风险可控。
申万宏源 5 月初发布的研报显
示：“
在扩张战略下， 公司杠杆率上
升、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多。但考虑
到公司拥有银行优势且整体融资成
本处于行业低位， 因此认为保利地
产有能力在扩大规模与现金流管理
间取得平衡。 ”

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曾明确表示，在未来的两至三年内公司要重回行业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