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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紧箍咒”下多楼盘顶风违规

调控政策压力之下，南京楼市
“金三银四” 成色不足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 南京网上房地产数据显
示，4 月 30 日 ~5 月 6 日， 共认购
商品住宅 934 套，成交 857 套。 而
结合三四月的数据， 新房成交

9119 套，为近 7 年来的最低值。

市差异性明显，成交情况冷热不均。

出售写字楼房源，涉嫌无证销售。

据市场机构统计，5 月份，南京
预计将有 8000 余套新房入市。 不

伴随楼市成交陷入低谷，连日
来，《中国经营报》 记者在南京走访

对此，康缘集团旗下子公司江
苏康木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过，在克尔瑞南京首席分析师周颖

发现，多个楼盘涉嫌捂盘惜售、不规

曹小保向本报记者回应，项目预计

看来，实际的入市量未必能达到预
期，从去年下半年起市场出现供不

范施工等违规乱象。 江苏康缘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缘集

于今年 10 月底竣工验收， 才正式
出售写字楼物业，目前只是进行前

年销售额大幅飙升的美的置业集

应求，导致南京楼市成交量
“
褪色”。
供应不足还造成南京各个区域楼

团”）在南京建邺区开发的康缘智汇
港项目，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之下，

期招商。 其还表示，项目属于自建
房转让，不需要取得预售许可证。

康缘、美的旗下项目涉违规
针对这一问题，曹小保在康缘

市 4 月份数据出炉，根据南京网上
房地产统计，过去两个月，也就是

智汇港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其否
认公司在出售写字楼，而是对有意

“金三银四”新房整体成交量仅为
9119 套，同比下滑 6%，是 2012 年

向的客户进行招商。 项目有 50%为
康缘集团自持，设为集团总部办公

以来三四月份成交量的低谷。

楼，已经补缴土地出让金，需要在今

记者从南京网上房地产查询
发现，“五一”小长假期间（4 月 29
日 ~5 月 1 日）， 南京共认购商品

年 10 月底整体竣工完成才正式出
售写字楼物业。对于预售许可证，其
表示，
“
我们项目不需要取得。 ”

住宅 217 套，成交 423 套，每日平

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在实地

均认购 72 套，成交 141 套。这一数
据与往年相比下滑不少，去年“五
一”期间南京暂停网签两天，仅有

走访康缘智汇港售楼中心时，一

一天成交量为 296 套， 而 2016 年
三天成交量达到 1027 套。
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南

等面积段的写字楼可供选择，其

名关姓招商顾问介绍， 目前有 39
平方米、110 平方米和 200 平方米

美的地产在南京江宁的项目因不规范施工等原因被监管部门处罚。

刘颂辉

/ 摄影

码标价，D 栋的均价约为 2.5 万元
/ 平方米，C 栋均价为 1.7 万元 /
平方米。
上述关姓招商顾问拿出手机，

法是，所有商品房包括写字楼都要
取得销售许可证才能对外出售，现
售房源也需要领现售备案证，上述
情况属于无证销售，已涉嫌违规。

题，记者致电致函美的地产品牌部负
责人，截至发稿，未获得正面回应。
无独有偶，近期江宁区东城财
富中心（沣麟公园壹号）涉嫌捂盘

翻开销控图， 说，
“D 栋 12 楼以下

在南京市江宁区横溪镇，近日

2015 年，本报曾刊发报道《江
苏南京康缘科技广场： 工业用地

已经全部卖完， 项目不用开盘，看
中了就交订金，与商品房销售一样

有多名居民反映，位于吴楚西路的

惜售也受到多方关注。 据南京市住
房保障和房产局发布的官方通报，

开发写字楼无证售卖》，康缘集团
以超低的拿地价格， 对外宣传为
“甲级写字楼” 项目进行低价售

签约，与银行签约申请贷款。 目前
价格会比较优惠，等到竣工验收之
后，价格肯定要高一些。 ”
对此，南京市国土局建邺分局
一名负责人表示，根据土地出让合

证售楼是违规行为。
然而， 记者近日在建邺区新

同约定，该地块土地使用权转让时，
必须所有项目已竣工验收，转让对

城科技园调查采访过程中发现，
该项目已定名为康缘智汇港，仍

象必须为科技研发类型企业或者
机构，新的受让方使用土地时，必须

然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
下，对外出售写字楼物业。

征得南京新城科技园管委会的书
面同意。

报》记者日前走访了解到，楼市调

一反早前的低调和保守，美
的置业近两年不断开疆拓土，销
售规模也持续高速增长。 在 2017

山的多个楼盘存在涉嫌“双合同”
规避限价政策的违规销售现象。
对于上述情况，美的置业方面

年， 美的置 业 销 售 额 已 突 破 500

则称，“项目不存在违规情况。 ”

控高压下， 美的置业在大本营佛

美的雍翠园项目施工现场产生大
量污水，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记者围绕工地走一周发现，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阶段，然而在工地
外围有砂石、钢筋等建筑材料随意

2018 年 4 月 20 日， 南京沣麟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领取东城财富中
心 1、2 幢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随后
进行了现场公示，但未举办开盘仪
式。 在销售过程中，该公司对认购

堆放， 污水直接排放在马路上，居
民们过路时只得穿上雨靴。

协议未实行网上签约，网上与现场
销售进度不一致，优惠方案未在现

据美的地产官网显示，该项目
是由南京天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场公示。 江宁区房地产市场综合执
法办公室要求该企业规范销售行

开发。 记者调查发现，2017 年 8 月
至 10 月期间，南京天辉房地产发展

为，领取销售许可证项目必须一次
全部对外公开销售，5 月 4 日前要

有限公司多次受到江宁区建筑工程

整改到位。

上海建工、电建等地王入市“卡壳”
在南京， 有一系列昔日备受

区，未有动工痕迹，而紧邻的非地

盘入市，具体的销售节点不方便

11 日， 项目领取 1、2 号楼的销售

瞩目的地王项目，正低调“装睡”，
入市时间暂无消息。
据《新华日报》报道，2015 年
至今年 4 月， 南京共诞生 36 幅
地价超过 2 万元 / 平方米的高

王地块则正在加紧施工。 在 G68
地块， 工地上的施工车辆不多，大
部分面积仍为黄土，工程还处在初
级阶段。
对此， 电建地产华东区域营

透露。
提及南京“高价地”的入市尴
尬，首先想到的就是京奥港未来墅
项目。 本报记者此前曾报道，蓝光
地产将收购京奥港未来墅，同时信

许可证， 其中 1 号楼销许均价
25993.31 元 / 平方米，2 号楼销许
均价 25715.51 元 / 平方米。 换句
话说， 该项目的房源销售价格仅
比地价高出 3500 元 / 平方米。

价地。
2016 年 1 月， 上海建工四建
集团与南京奥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联合拿下的河西 G68 地块，
楼板价高达 4.26 万元 / 平方米；

销部经理王仁杰表示，G12 地块
是公司和金茂的合作项目，主体
由金茂操盘，公司尚不清楚。 虽

达资管给蓝光地产支持 30 亿元信
托，京奥港
“割肉”15 亿元出让。 在
业界看来，京奥港未来墅项目地价

事实上，地王项目正面临政府
调控政策和回收项目巨额成本之
间的艰难抉择。南京工业大学天诚

然目前拿地越来越困难，但是公
司在密切跟踪南京的土地市场，

同年 5 月， 电建地产和泰茂地产

后期将积极拿地开发。 上海建工

成本太高，利润空间太小，就是一
个
“烫手山芋”。
公开资料显示，2016 年 4 月

不动产研究所执行所长、南京市房
地产学会会长吴翔华表示，南京目
前的高价地项目， 要么按兵不动，

34 亿元拿下河西南 G12 宅地，楼
面价 3.70 万元 / 平方米。

南京公司邰姓负责人则告诉记
者，G68 地块正按照计划进行施

15 日，北京京奥港集团以 47.6 亿
元拿下了江宁区麒麟 G09 地块，

要么亏本开盘入市。由于前期拿地
价格过高，多数项目的办法是“拖

记者近日相继走访发现，G12

工，由于楼面价高，公司将会把

楼面价 22353 元 / 平方米， 一举

时间”，期待限价限购政策放开，或

地块成为周边工地工人的生活

产品完成好，等待合适时机再推

成为麒麟“地王”。 然而，去年 9 月

者指望政策突变。

长 139%。

地产业务最早可追溯至 1998 年开
发占地 700 亩的美的海岸花园，但

在市场集中度提升的形势下，
美的置业也加入了销售规模的竞

此后多年并无开拓新的项目。

逐。 按照规划，美的置业 2019 年争

直至 2004 年，美的置业才正式

局及江宁区环保局行政处罚。
针对工程建设和公司发展问

卖， 南京市住建委负责人曾明确
指出， 该项目没有取得预售许可

美 的 置 业 在 2020 年 将 冲 刺 千 亿
大关。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中 国 经 营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正
以黑马姿态崭露头角。

公开信息显示，美的控股涉足

而来自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局商品房管理科工作人员的说

涉嫌捂盘惜售、 不规范施工等违
规乱象。

亿元，同比增长 139%。 按照规划，

销售规模飙升

余均已经出售。 所剩写字楼也明

京的房地产市场逐渐趋向理性。
但是， 在某些楼盘现场仍然存在

本报记者 许永红 童海华 佛山报道

在房企销售规模竞逐中，近

“五一”小长假过后，南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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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马”美的置业冲千亿
大本营发展多方承压

南京楼市地王项目冰封成交创新低
本报记者 刘颂辉 南京报道

2018.5.14

取实现销售金额 600 亿元，2020 年

成立。 随后几年，美的置业表现乏

将冲刺 1000 亿元大关。

善可陈。 近两年来，美的置业的扩
张之路开始迈入快车道，在行业中

此前，有报道传出美的置业规划
上市的消息。 对此，美的置业方面表

迅速崛起。
2016 年和 2017 年，美的置业拿
地接连不断。 市场布局持续扩大，也

“
是否上市，管理层会在适当的时
示：
候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举动。 ”
事实上， 美的置业旗下的美的

使得美的置业销售收入大幅攀升。
据公司披露的信息，美的置业

物业已于 2016 年底登陆新三板。 财
报显示， 美的物业在 2017 年实现营

在 2016 年的销售收入为 212 亿元，
同比增长 86%。 在 2017 年，美的置

业收入 4.47 亿元，同比增长 63.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业销售额已突破 500 亿元， 同比增

5639.85 万元，同比增长 103.72%。

大举拿地扩张
销售高歌猛进之际，美的置业

19.42 亿元， 以及附加 14.2 万平方

弹药”。
也在土地市场积极补充“
从克而瑞发布的《2017 年 1~12

米人才住房的代价竞得佛山北
新城一宗地块， 售价受到限制的人

月中国房地产企业新增土地价值和
新增土地建面 TOP100》来看，美的

才住房的建筑面积在项目计容建筑
面积中占比高达 73%。

置业以 260 亿元、544 万平方米分

值得一提的是， 向来聚焦二三

别位列第 40 位和 37 位， 在中小房

线城市的美的置业在一线城市的布

企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2018 年前两
个月，美的置业拿地更为强劲，新增

局已有所突破， 其在 2017 年 10 月
以 11.09 亿元夺得南沙区地块，正

土地价值排名位列第 24 位。
从美的置业 3 月 21 日披露的

式进入广州市场。谈及拿地策略，美
的置业方面称“将响应国家粤港澳

信息来看，截至彼时，美的置业项
目覆盖全国 11 省 1 个直辖市，在

大湾区的发展规划。 ”同时，美的置
业方面表示， 目前集团会通过计划

38 个城市布局了 137 个项目。
记者梳理获悉， 自 2017 年以

内的去化周转，为拿地、开发、销售
形成一个合理顺畅的闭环。

来， 美的置业大手笔接连拿地，除
首进广州市场以外，其中也不乏多

进入 2018 年，美的置业拿地势
头不减， 尤其大本营佛山更是深耕

个高溢价率项目。
据公开报道，美的置业 2017 年

的重点城市。不过，随着各大品牌房
企的相继涌入， 佛山土地市场竞争

先后在佛山、合肥、宁波、上饶等城
市拿下多宗高溢价率地块。 其中，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一块商住地
块的溢价率高达 578%；合肥庐城镇
地块溢价率也达 136%，上饶地块溢

愈发激烈， 本土房企美的置业已无
太多主场优势。
“
外来房企不断进入佛山，本土
房企拿地面对的竞争肯定是更为激
烈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地产经

价率则为 165.85%； 在宁波梅山保
税区以 17.6 亿元拿下的两宗相邻

济学家邓浩志分析称， 佛山土地供
应相对充裕，所以吸引了外来房企，

地块，溢价率分别为 100%、77%。
2017 年 3 月，美的置业甚至以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突围，房企应提
高品质和优化价格等。 ”

项目销售藏“
双合同”风险
在楼市调控不断加码的形势

精装公寓无独立产权 疑为仓储用地

河北燕郊盈时·未来港项目土地属性遭质疑

下，佛山楼市乱象频出。 为谋取更
大利益，不少楼盘在销售方面弄虚
作假以规避限价政策。
2017 年 5 月底，佛山出台楼市
调控新政，明确指出强化商品房交

在半年内分期交清。 此外，该销售人
员还称，项目方面与银行合作，可以
为购房者的装修款提供小额贷款，
但银行需要对个人进行放贷审核。
在走访中， 记者发现美的领贤
公馆也存在上述的问题， 而且也同
样没有为装修价格的合理性提供相
关材料。
对于“双合同”的风险，广东宏
力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吕传文曾对
记者表示，当房子出现问题，购房者
需要解除合同、 返还已付购房款及
利息、 赔偿损失的时候， 只能依据
《购房合同》 上的金额进行处理，这
无疑会给购房者带来一定的损失。
“美的壹号公馆，美的领贤公馆
项目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拆分的行
为，均是毛坯报建，毛坯销售。”美的

“我们的项目是精装公寓，50
年产权，但是一栋楼只有一个产权
证，不能分割。 ”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以
购房者身份走访河北廊坊市三
河市燕郊楼市，在位于燕郊高新
区迎宾路与金谷南大街交口西
北角的百世金谷展览中心里，一

目 名 为“盈 时·未 来 港 ”， 开 发 商
为百世金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 称“金 谷 实 业 ”）， 隶 属 于 盈 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盈 时
集团”）。 项目位于迎宾路与金谷
大街交口东北角，因土地性质为

盈
效果图所示与销售人员介绍的“
时·未来港”项目规划极为相似。而
相关资料显示，该地块土地性质为
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归于盈时集
团所有。
此外， 记者分别登录金谷实

港”占地 2390 亩，定位为“共享生
态产业园区”。
既为公寓产品，业主为何无法
获得独立产权证？项目所在地为何
挂牌在建的是
“
物流港”？与公司官
网中显示的“盈时·未来港”项目又

“集体产权”，所以每户均没有单
独的产权证。
但是，记者在实地走访销售人
员所指的项目所在地后发现，该地
块正在施工建设一个名为
“燕郊商

业及盈时集团官方网站发现，其
住宅地产、 商业地产等业务板块
里并未显示“盈时·未来港”项目。
而在其集团新闻中， 记者却看到

为何完全不同？ 对此，记者多次致
电致函盈时集团，一位自称齐姓的
品牌部负责人回复称，并不清楚项

了数篇含有“盈时·未来港”标题

目具体情况，需向相关人员进行核
实。但是，记者此后多次联系，对方

位销售人员表示，其在售公寓项

贸科技物流港”项目。 此项目规划

的文章， 文章介绍，“盈时·未来

并未给予答复。

易价格备案管理，对违规项目将采
取暂不办理价格备案、暂停核发预
售证等措施。
此外，针对“双合同”中的装修
合同是否违规的问题，佛山市住建
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在佛山网络发
言人平台上作出了回应，“是否存
在虚假宣传或销售欺诈等违反工
商部门有关规定的行为”“是否存
在虚假、虚高装修的行为”是其中
的违规界定情形。
近期，记者了解到，佛山“双合
同”乱象已横行于市。 而在日前的
市场暗访中，记者发现，涉嫌有意
规避限价政策的“双合同”问题的
楼盘包括了美的壹号公馆、美的领
贤公馆。
在美的壹号公馆， 一套 116 平
方米的三房单位， 折后总价约 263

置业方面回应称， 为了方便客户同
时降低客户成本， 客户自愿委托装
修商品房，不存在捆绑销售。
对于上述项目行为以及如何监
管市场“双合同”等问题，记者致函
采访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局，但截至发稿未获相关回复。

万元。 现场销售人员坦言，购房者要
以
“
双合同”形式买房，而目的是为规
避现有的限价政策。 从置业计划表
来看，房款分为两部分，毛坯款 226
万元，装修款为 37 万元。 由于装修
款不能做房贷， 购房者的首付款总

当前，楼市调控趋严，在监管措
施缺乏的背景下， 佛山楼市“双合
同” 现象或将继续泛滥。 邓浩志表
示， 最近全国有开启新一轮楼市调
控的势头， 佛山楼市调控松绑的可
能性并不大，“另外， 目前佛山楼市

共为 106 万元，是总房价的近五成。
该销售人员表示， 买房先交装
修款的 30%，即 11 万元，剩余部分

库存有上升的趋势， 价格有一定回
落，但回落幅度并不算太大，没有放
松调控的必要。 ”

本报记者 夏晨翔 童海华
廊坊 燕郊报道

精装公寓无独立产权
在百世金谷展览中心， 记者
看到了“盈时·未来港”公寓项目
的沙盘和样板间。
“我 们 是 买 一 层 送 一 层 ， 有

栋楼的层数不等， 每层又分为 17
户或 22 户， 均价 16500 元 / 平方
米，首付五成，余下房款可分 5 年
付清，预计 2019 年 6 月交房。

房产证， 购房者仍可以随时出让，
只需向开发商缴纳 2 万元更名费，
将购房合同上的名称更改即可。
“虽然没有房产证， 但是有购房合

限公司。
而据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官方
网站于 2016 年 7 月发布的项目规
划许可批后公示显示，工程位置位

50～60 平方米左右两个户型，楼
上为赠送面积， 均为 60 平方米左

对于产权问题， 销售人员表
示，该项目为 50 年“
集体产权”，一

同能证明是你的房子，而且这样转
让还能省好多税费。 ”销售人员如

于燕郊高新区迎宾北路东侧、金谷
大街北侧，建设单位为三河市燕郊

右。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该项目
为精装、双层公寓，不限购、无门
槛。 每户两层层高合计 5.2 米，分
隔有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等

栋楼只有一个房产证， 不能分割。
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以
此确认房屋“
所有权”。 但是，当记
者问到为何是“
集体产权”时，销售

是称。
随后，记者前往销售人员所
指项目地址，看到该区域已被围
挡围起， 正在建设施工。 但是，

空港物流有限公司。记者对比后发
现，批后公示中显示的规划彩色透
视效果图，与展览中心显示的“盈
时·未来港”公寓项目沙盘、销售人

多个区域。 厨房配有燃气灶、抽油
烟机等用品， 购房者只需自行配
置基础的家具、家电即可入住。 每

人员则含糊解释为
“拿地时土地性
质就是这样的”。
此外，销售人员还表示，虽无

记者发现，在建工程的名称却显
示 为 “燕 郊 商 贸 科 技 物 流 港 项
目”， 承建方为上海宝冶集团有

员提供的宣传文件展示图片都极
为相似。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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