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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楼市众生相：
刚需“滞销”豪宅“日光” 高端项目陷质量漩涡
特约撰稿 毛中楠
本报记者 杨玲玲 刘颂辉 上海报道

随着近期一批高端项 目 的

光”等高去化现象。 不过，2015 年
和 2016 年取得的地王中，仍有金
融街·融府、央玺、上海公元 2040

“开闸”入市，上海楼市迎来供应

等尚未开盘入市。 针对地王项目
开发进度以及入市计划， 金融街

小高峰。 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显
示 ，4 月 上 海 入 市 面 积 为 105.7

董秘办相关负责人回复称：“该项
目正在排队申请项目预售证，具

万平方米， 环比增加 168.3%，而
这一供应量是近 22 个月以来的

体开盘时间还不确定， 其实不仅

金融街等地王拖延入市
记者走访沪上央玺、金融街·融府等多个地王项目了解到，虽然近期高端豪宅密集入市，但上述地王并未透露入市计划。
随着楼市迎来“红五月”，2015

街以 88.15 亿元拿下上海火车站北

价 33023 元 / 平方米，按可售面积计

领取预售许可证的要求。 但具体开

年和 2016 年取得的地王入市日期
也在临近，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诸

广场三宗地块， 溢价率 50.12%，楼
板价 27022 元 / 平方米，刷新上海

算，实际楼板价将达到 41318 元 / 平
方米，成为彼时年度总价地王。

盘时间要等到预售许可证成功申
领之后才能确定，房源均价也暂时

如央玺、金融街·融府等地王项目尚
未入市。

总价地王纪录。 时至今日，该项目
住宅部分仍未开盘。 针对项目开发

日前，《中国经营报》 记者实地
走访金地祝桥地王项目发现， 项目

不能确定。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

2016 年 8 月 17 日， 宝山区顾

进度以及入市计划，金融街董秘办

正在加紧赶工。 距离拿地时间已经

曦指出， 地王项目面临亏本的风险

相关负责人回复称：“正在排队申
请项目预售证，具体开盘时间还不
确定。 ”

接近两年， 除了零星楼盘已经搭好
结构， 大部分项目仍处于挖土和打
桩阶段。

正在加大。“不排除下半年顶不住压
力低价跑量的可能。 上半年市场交
易高点可能出现在 5 月， 之后成交

高点。 供应上呈现多点开花格
局，刚需、刚改继续稳定放量外，

仅是我们，受到调控政策影响，不
少在上海有待开盘项目的房地产
商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

高端项目也加快入市步伐。
近日，《中国经营报》 记者走

另外，记者走访发现，总价千

村镇总建筑面积约 12.6 万平方米
的宅地，被建发、首开、中粮联合体
以 总 价 67.9 亿 元 竞 得 ， 溢 价 率

万以上的豪宅项目华润华发静安

115%， 楼板价 53727 元 / 平方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7

金地集团祝桥项目营销负责

震荡走低，到三季度末或四季度，房

府，近日被爆出多处质量问题。对

成为彼时宝山顾村
“
地王”。

月，金地集团在上海浦东新区祝桥镇

人向记者介绍，祝桥地块分三期开

企还债压力增加，会抓紧时间出货，

此， 华润置地华东区域相关负责
人表示， 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和修

近日， 记者走访看到项目已被
命名为
“央玺”，高层已经封顶，但是

的地王车轮战中， 以 88 亿元拿下祝
桥镇 G-10 地块，溢价率 286%，楼板

发，目前在开发一期，一期第一批
项目应该能够在今年 6 月份达到

交易再度恢复的同时， 价格也会出
现相对低点。 ”

补之中。

联排别墅还未开始动工。 销售人员

访中了解到， 上海新房市场部分
“平价”项目去化惨淡，少人问津；
但均价在 8 万 ~14 万元 / 平方米
的却火爆异常，多个楼盘出现
“日

刚需惨淡、豪宅火热 市场现两极分化

表示：
“
由于预售证审批严格， 暂时
不知道均价等情况，至于开盘时间，

上海新房市场出现
“
两极分化”：刚需项目表现不一，有的当日
售罄，有的表现惨淡；但多个新推中高端项目却出现
“
日光”等
高去化现象。

最早可能会在今年年底。”项目目前
还在储客阶段。 记者就相关问题联

近段时间以来，上海新房市

于自己资金有限， 只能购买小户

场出现“两极分化”， 刚需卖不
动，豪宅项目却去化抢眼。 日前，

型。 ”同时该购房者表示，身边不
少朋友是因为未能在中粮前滩海

记者走访保利翡丽甲第、翠湖天
地、华润华发静安府、大宁金茂
府、中粮前滩海景壹号等项目了

景壹号中签房号， 才转而在这里
购置房产。 不过该项目 59.48%的
认筹率对比中粮前滩海景壹号，

解到，均价在 8 万 ~14 万元 / 平
方米的高端项目，认筹现场人满
为患。 其中翠湖天地、中粮前滩
海景壹号的认筹人数是开盘房
源的数倍。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同时，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
绿晓路上的张江·三湘海尚（备案
名： 三湘海尚福邸） 近日迎来开
盘。 据上海公证网公示的认筹情

同时，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徐 盈 路 1188 弄 的 仁 恒 西 郊 花
园， 记者得知约在一个月前，项
目进行了最后一批房源的加推，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所有房源

况，项目总共认筹 253 组客户，而
本次开盘房源共计 284 套。 认筹
率 89.08%。 据了解，早在 2016 年
5 月 9 日，张江·三湘海尚项目就
曾获得预售许可证， 不过并未对

的去化。 另外，记者走访位于浦
东新区杨高南路与浦建路交汇
处的仁恒公园世纪时，销售人员
表示，项目仅剩少量大户型房源
在售。
不过，与上述“日光”盘认筹
人数数倍于房源数不同的是，部
分刚需和刚改型项目房源认筹数

外销售。对此，三湘印象相关负责
人此前向记者表示， 由于内部配
套没有完善导致工期有所拖延，
“
作为上市公司，我们不可能延缓
销售，这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太平戴维斯上海住宅销

却不及房源数。 譬如，近期认筹摇

的传统豪宅项目，均以低于市场

号的楼盘中， 凯利海华府预售房
源 538 套，认筹客户仅 320 组，认

预期价格入市，这些项目性价比
高，因此成为了高端购房者的香

筹率约 59.48%。
5 月 8 日， 记者走访上海市
浦东新区成山路上的凯利海华府
售楼处了解到，由于近日开盘，售
楼处近期不对外开放。项目附近，

饽饽。 而部分项目出现开盘销量
不佳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同总
价段的竞争激烈，同时，产品“稀
缺性”不足，部分产品的产品力
不足或有某些缺陷等。 产品并

一位刚参与过摇号的购房者告诉
记者：“该楼盘小户型普遍单价较
高，而大户型则较为划算，不过由

没有明显的亮点或心动价格，开
盘销售速度缓慢、 不理想也在情
理之中。

上接

售部高级董事唐华表示，目前的
政策管控导致部分获得预售证

系建发股份上海公司方面， 相关负
责人表示：
“
目前没有入市时间表。”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另一地王
项目金融街·融府也患上了
“开盘拖
延症”。 5 月 9 日，记者走访位于上
海市静安区恒丰北路与中兴路路口
的金融街·融府售楼部，销售人员介
绍， 金融街·融府为综合体项目，分
为住宅、商办和写字楼项目等。“C2
地块规划有 4 幢住宅楼， 目前都已
封顶，在进行外立面施工。如果拿到
预售许可证的话， 准备 5 月底首次
开盘。 ”
时间回溯到 2015 年 7 月，金融

图为金融街·融府

本报记者刘颂辉 / 摄影

华润华发千万豪宅陷质量漩涡
据华润华发静安府项目业主介绍，原本精装修交付的房屋，被发现多处大理石破裂、设备阳台空缺等与宣传不相符问题，此外，地
下车库存在漏水现象。
在高端项目降低心理预期入

渗水，踢脚线泡到酥烂，138 户型设

迎来闸北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

之后也还有推盘计划，但具体还要

市的同时， 也有部分总价千万以
上的豪宅在近期爆出了多处质量

备阳台存留长 3 米、宽 40 分米以上
的空洞，设备安装调试存在巨大安

园区 N070501 单元 09-03 地块的
出让，起价约达 69.32 亿元，为年内

看预售证审批情况，要符合政府相
关要求。 ”

问题。
近日，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汶水

全隐患，锅炉厂家因安全问题拒绝
调试，业主无法正常生活。 同时，设

起始价最高地块。 最终，华润华发
联合体以总价 87.95 亿元将该地块

对于静安福邸交房过程中业主
反映的多个问题，5 月 1 日，华润置

路与平陆路路口的华润华发静安
府项目进行了第一批交房。 据了
解，项目分为东区（备 案 名 ： 静 安
福邸） 和西区 （备案名： 静安华

备阳台未考虑防雨措施，导致设备
雨淋严重。 业主多次交涉有月余，
开发商仍无改进措施。
“我 们 家 只 是 中 等 偏 下 的 情

收入囊中， 溢价 26.87%， 楼板价
3.81 万元 / 平方米， 该成交总价也
刷新了上海地王纪录。
随后，上述地块项目的案名定

地华东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正在进行整改和修补之中。
同时，项目开发企业上海华泓
钜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官方

邸），日前东区 7 幢楼 400 余套房
源进行集中交付。 然而，据华润华
发静安府项目业主汪先生介绍，原

况，有些业主家存在的问题更多。 ”
日前，记者来到业主汪先生家中看
到，在客厅和餐厅随便发现 5 处大

为“华润华发静安府”。 据记者此
前采访中了解到， 整个项目在
2017 年未有开盘动作，4 月 3 日，

微信平台发布《静安福邸一期交付
工作进展说明》，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 ~27 日开展集中交付以来，400

本精装修交付的房屋，被发现多处
大理石破裂、 设备阳台空缺等与
宣传不相符问题，此外，地下车库
存在漏水现象。

理石瓷砖的砂眼， 在浴室的墙壁
上，大理石瓷砖也出现一条近 50 厘
米的裂纹。 汪先生介绍，房屋交付
之初，地面有多个空坑，补修了三

西区静安华邸领取到预售许可证。
项目开发企业相关营销负责人介
绍：受到调控政策影响，2017 年整
个上海市均价 8 万元 / 平方米左

余户业主搬入新家。 部分业主在收
房过程中及入住期间提及的维修事
项，静安福邸自交付起就组建了专
业的交付小组，对业主提出的问题

据聚投诉网络平台一份材料
显示，静安府近日交付的房屋多处

四次之后，大理石瓷砖才补平整。
时间拨回到 2015 年 6 月，上海

右的楼盘均难以领证开盘。“我们
希望入市节奏快一点儿，本次开盘

有针对性地快速处理。
本报记者张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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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丹东

向朝鲜交“学费”
“
对朝贸易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但也让很多人倾家荡产。 ”当地多位商业界人士在谈到与朝鲜的经
商贸易时说。
事实上，长期以来，由于紧邻朝
鲜的区位， 丹东与朝鲜的进出口贸
易也较为活跃。 但其中的曲折过程
不在少数。
除了屡见报端的朝韩、 朝美关
系紧张导致多次朝鲜境内的开城工
业园中断运营， 中国也为朝鲜政策
频繁变动而交了不少“学费”，此前
中朝之间的罗先经济贸易区、 黄金
坪经济区等也未建成。
“
对朝贸易让很多人发家致富，
但也让很多人倾家荡产。 ”当地多位
商业界人士在谈到与朝鲜的经商贸
易时说。
“朝鲜目前还是计划经济，不允
许私营经济存在， 货物进出口是由
各商社（类似于国企性质）代替政府
和军队进行采购， 所需货物也是五
花八门，我们都是被动接单子，然后
把价格报给他们，进而发货收钱。 ”
从事对朝贸易近 10 年的当地人胡
先生说，“
如果朝鲜没有某样商品的
需求，你把原价 100 元的货 10 元卖
给他们都不要， 他们没有来回倒卖
赚取差价的逻辑。 ”
胡先生补充道：“我们在与朝
鲜商社打交道很多时候基本处于
稀里糊涂的状态，朝鲜人基本不和
我们讲太多，资金来源等也琢磨不
透，发给朝鲜的货经常会由北京的
账号转账过来。 而且他们是花国

在丹东各大楼盘售楼处门口，停满了来自各地的私家车。

本报记者颜世龙 / 摄影

家的钱，所以对进货价格并不十分
敏感， 不过他们吃回扣也是明着
吃。很多产品我们从南方进货再卖
给他们的时候已经加价加得很高

国也买不到东西。 ”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
济研究所衣保中教授在受访时表
示，朝鲜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让我们再加
15%， 而这 15%需要给他们 5%作
为回扣。 ”
据其介绍，在对朝贸易中，除了
受到朝鲜半岛局势影响， 贸易中的
“
灰色地带”也常常让国内的商人损
失惨重。“之前朝鲜商社收货后，经
常发生对方失联的情况。 ”胡先生
举例称，此前朝鲜商社在头几次与
国内商人打交道时往往会现货现
结，甚至给中国人回扣，出手很是

本身法律并不完备， 而很多中国人
抱着占便宜的心态， 但当对方政策
一变化，需要剪羊毛的时候则会“关
门打狗”。“
民营企业对朝鲜是一个
弱势群体， 一旦发生问题则会无处
申告。 ”
据此前媒体披露数据显示，丹
东对朝鲜的贸易额约占中朝两国
贸易额的 40%， 经丹东口岸过境
的货物量约占中国对朝贸易总量
的 80%。

大方，等熟悉了则开始欠款，最后
消失不见。 除了回扣，朝鲜商社也
会向中国商人索要轻工产品或食
品、酒水等，
“
很多时候他们有钱，回

丹东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2017 年三年间，出口总额分别为 26.6
亿美元、24.9 亿美元、161 亿元人民币，
分别比上年下降 11.9%、6.1%、2.3%。

“下一步一定要进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良好的
生存和发展环境。 ”
“丹东对内属于中国边境城
市，对外则紧邻朝鲜，天天核试验
也没有人敢来投资，就像生活在夹
缝中。 ”当地政商界多位人士说。
2015～2017 年三年统计数据
显示， 丹东 GDP 分别为 984.9 亿
元、748.4 亿元、793 亿元， 分别比
上年下降 3%、 下降 24%、 增长
2.8%。 其中，2017 年 GDP 位居辽
宁省第 9 位，增速为全省第 10。
三年间， 全口径财政收入
134.9 亿元、120.3 亿元、120.6 亿元，

“矿产资源采光了，经济结构
重传统轻新兴行业，重大轻小，忽
视民营经济， 国有企业机制不灵
活玩不转市场经济。 所以外界提
到丹东，就只知道它靠近朝鲜。 ”
梁启东说。
衣保中教授表示， 丹东和东
北多个城市一样， 计划经济时代
重工业较强，一度十分辉煌，但轻
工业品等较弱， 而朝鲜等国家进
口货物又以轻工业品为主， 在丹
东当地又没有类似生产基地和产

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主任
石源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过近期观察， 此次朝韩和谈属
于朝鲜本身想要变化， 对中朝关
系来说是一个好的势头， 但问题
的根本还在朝美关系， 但就美国
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来看，美
方并不希望朝鲜半岛问题尽快解
决，而是需要适度紧张。 因为一旦
朝鲜问题解决了， 美国也就没有
理由在朝鲜半岛待下去了， 这会
对韩日等产生连锁反应， 进而美

分 别 比 上 年 下 降 33.4% 、 下 降

业链， 大多都是从南方采购转运

国的第一岛链将退至关岛， 而这

10.9%、增长 0.2%。在税收方面，三年
间全口径税收收入分别为 84.8 亿
元、87 亿元、91.4 亿元，分别比上年
下降 32.3%、增长 2.6%、增长 5.1%。
从人口来看，丹东市户籍人口

丹东， 所以长期以来对经济拉动
作用有限。“此次多数南方人来丹
东炒房，除了有钱，还与外贸往来
有一定关系。 ”
梁启东建议， 丹东可以把此

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
“现在丹东房价上升有些盲
目性，还需要再看看。 ”石源华说，
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 就是即便
朝鲜进行经济建设， 但并不意味

分 别 为 238.2 万 人 、237.9 万 人 、
235.2 万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人
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6 ‰、
-0.15 ‰、-9.28 ‰。

次朝韩和谈等利好消息作为契
机， 借势国内沿海开发开放的政
策及“一带一路”倡议、东北振兴
等逆势崛起。

着它会像中国一样进行改革开
放，虽然目前朝鲜声称要弃核，但
其实际上仍然为一个实际拥核国
家，这条路仍然漫长。

“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
市， 但现在经济发展和整个东北

“下一步一定要进行经济产
业结构调整，改善营商环境，让企

5 月 8 日，记者驱车来到中朝
边境黄金坪经济区看到， 昔日的

一样遇到很多困难。 ”辽宁省社
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现在丹东是“三缺”局
势：行业缺龙头、企业缺块头、产
品缺拳头。而原因也主要是“
三个
衰退”，即资源衰退、机制衰退、结
构性衰退。

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良好的
生存和发展环境。 ”衣保中教授认
为，丹东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还是
要对现有口岸等进行升级改造，

规划图纸已经泛黄， 边界处依然
铁丝网密布，不见人影。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房地产
市场发展等问题分别向丹东市住
建、商务、经信委、丹东新区等多
个部门发出采访请求， 但截至记
者发稿前均未回应。

不要把宝都押在朝鲜身上， 加强
东北地区的合作， 坚持全方位开
放，发展新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