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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房价“逼空”衍生诸多乱象

成都：从开放末梢到开放前沿

安徽阜阳红星天玺湾等
多项目涉嫌无证销售

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在我国当前正在构建的全面
对外开放新格局下，“一带一路”建
设打破了“沿海—内陆”开放模式，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全面开放新格局，成都等西部城市
主动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从内陆
腹地一举跃升为开放前沿。
作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
心城市，成都在国家开放全局中的
节点地位和枢纽功能得以强化。 作
为古代南丝绸之路起点和当代“一

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成都正在打造

构代表、 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外

路”开放高地。

承东启西、联通欧亚的西部国际门
户枢纽。

国商协会代表、外国创业企业代表
“
大咖”
等，使得这场对外开放大会

“
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
‘
一带
一路’倡议五周年，我国的对外开放

“即便是一个不沿海、 不沿边
的内陆城市，成都依然发展成为中

云集。
根据成都的设想，在进一步对

将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陈耀

国的一个重要口岸城市，有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说起成都的对

外开放中，拟实施跨国公司“精准
引进”
“
总部提升”
“增资激励”三大

教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中国
承诺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外开放环境，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代理馆长、副总领事帕薇婉表示。

计划，同时加快自贸区建设，争取
设立内陆自由贸易港。 为了营造良

大，因此各地在对外开放政策、举措
等方面有诸多创新和突破，
“
打造内

此前，帕薇婉作为驻蓉领事机
构代表，参加了 6 月 2 日成都举行

好的国际营商环境，成都还将在签
证、教育、医疗、人才等诸多方面加

陆开放高地，成都在空港、陆港、信
息港三个方面可以发力。 ”陈耀说成

的对外开放大会。 受邀出席此次大
会的，包括外国驻蓉、渝、昆领事机

大开放力度。 由此，推动成都建设
成为西部国际门户枢纽，“一带一

都的开放步子可以迈得更快一些，程
度可以更高一些。

打造国际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刘颂辉 曹学平 阜阳报道

阜阳作为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地级
市，房价在 2016~2017 年连续两年大幅
上涨。 房价
“
逼空”也衍生出诸多乱象。
近日， 据安徽阜阳市的购房者

从产业发展到医疗、教育、居住、出

种会议的城市， 这点让我印象很深

行服务，全面为扩大开放打造良好

刻。 我觉得成都很有想法，成都未来
很有希望。 ”说起成都的对外开放环
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表示，
很高兴看到成都对外来投资公司的

的营商环境。
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大会上，
成都提出拟实施跨国公司“精准
引进”
“
总部提升”
“
增资激励”三大

至今还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反映， 在该市城区东南部的红星天

《中国经营报》 记者实地调查
发现，阜阳楼市火热背后,开发商在

玺湾项目看房时，置业顾问要求，必

楼盘开盘前收取定金、认筹金或者

须先到指定的银行办理 10 万元定
存，否则没有资格参与开盘。

到指定银行办理验资手续并非个
别现象。

涉嫌无证销售
安徽省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的

“
据我所知，成都是第一个开这

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市场监管
科科长杜平表示，已经约谈楼盘负责
人，要求其上交情况说明书。 另据该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星天玺湾项目

截至目前，楼盘方面仍未上交。

阜阳，古称颍州，淮河的最大支流颍
河横跨而过，城区内河网纵横交错。
红星天玺湾项目位于城南新区
颍州南路东侧、三清路北侧、柳林路

同时，上述相关负责人透露，目
前为止， 红星天玺湾项目尚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而楼盘在未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不

南侧、东清河的两岸。项目占地面积
413.68 亩， 总建筑面积 81 万平方

允许对外销售。
5 月 31 日, 本报记者在现场看

态度，特别是对外来人才的支持。

计划，其中明确全力支持制造业项

米，地上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 根

到, 项目住宅部分仅有一栋楼正在

林杰伟来成都快一年了， 在他
看来，成都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高

目转型升级为地区总部，对区域性
研发、物流、销售、财务中心等功能

校云集、生活环境舒适惬意。 不仅如

性总部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并为
总部大楼、总部基地、总部经济产

据阜阳市城乡规划局公示的规划方
案显示， 项目规划建成 26 栋 7~11
层的小高层及 14 栋 29~33 层的高

进行地上建筑物的施工, 框架只有
三四层楼高； 其余的皆在进行地下
基础施工。

层住宅，一栋大型商业综合体、两层
商业街区、 三栋 20 层及 21 层的商

当地知情人士透露， 红星天玺
湾方面在受到房管局约谈之后，并

高武辉／摄影

务楼和幼儿园等。
阜阳市民韩女士告诉记者，红

未停止“办理 10 万元定存”的要求。
此前， 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致

此，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成都也做
得不错，“美国的公司在成都落户
后，一些国外的专家会跟着过来，为
公司的发展提供帮助。 得益于成都
对外来人才的政策支持， 让这些专

业园建设提供个性化的政策支
持，提升“成都总部”品牌影响力
和含金量。
尤其是成都提出，要主动对照

家到成都来后，有一个舒适的工作、
生活环境。 ”
实际上，在成都的对外开放新
图景钟，设定了多个目标，包括争
取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5 年内
建设 45 个国际化社区； 实现到全
球门户机场“
天天有航班”；争取国
家级互联网交换中心落户；对标世
界先进城市建设“
三城三都”等等。

世界银行国际营商环境评估标准
体系进行自我检视，建立完全符合
国际规范和灵活高效的开放管理
体制，努力打造中西部国际营商环
境标杆城市，使“
投资西部、首选成
都”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
根据 2017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 目前落户我市世界
500 强企业总数达 281 家， 主要来

自欧美、日韩等 22 个国家（地区），

动力支撑，通过开放来实现城市升

星天玺湾在 5 月 2 日开放了售楼
处，在看房过程中，置业顾问表示，

电红星天玺湾售楼处， 置业顾问介
绍， 项目预计在 7 月份首次开盘，首

主要落户在我市中心城区和国家
级开发区。 ”成都市投促委相关负

级发展，融入跨境、跨区域的产业
链、价值链、创新链是我们的实施路

如果选中户型需要向颍淮农村商业
银行办理 10 万元定存，在开盘的时

期推出高层和洋房，其中高层户型包
括 114 平方米 ~143 平方米，价格在

责人介绍，得益于国际营商环境的
优化，成都已成为外商投资青睐地。

径，最终目的是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 ”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

“开放是城市发展的胸怀。 成
都的开放，有别于沿海城市，是内陆
开放。 开放是成都的重大发展战
略，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所所长、副研究员姚毅认为，进一步
扩大开放，成都必将成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枢纽节点和服务中心，与
世界分享开放的红利。

候才能优先选房，10 万元款项后期
将算入购房款。“但是存了半个月
后，置业顾问突然说规定改了，这个
钱可以随时取出来。 ”

8500 元 / 平方米左右， 洋房为 128
平方米 ~138 平方米， 价格在 10500
元 / 平方米左右，毛坯交付。 家居体
验馆预计在 7 月份封顶，后期商场项

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已经签署

目将会开业。当记者问到是否需要准

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依托高
新综保区等开放平台，推动外贸进
出口快速发展，2017 年成都的外

第三城……
“
‘
一带一路’倡议让成都从开
放的末梢变为开放前沿。”海关总署

的平台。 他认为，成都借助双流和
天府两大国际机场， 以及中欧班
列、几条西南出海道等，
“
从而通过

台、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第三方
服务商等企业在蓉设立区域运营
中心和物流分拨中心，形成外贸新

过的存单保管协议显示， 现因双方
需要， 乙方需将由其本人在颍淮农
村商业银行开立的人民币壹拾万元
整银行存单存放在甲方处， 由甲方
代为保管。存放期限：自本协议签订

备资金时，该名置业顾问表示，准备
10 万元进行验资， 存到公司指定的
银行，即可以排队等待开盘。
还未开盘就需要存钱， 是否违
规？该项目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不以为

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3941 亿元，同
比增长 45.4%，这个增速在副省级
城市中排名第一。
此外，成都国际班列累计开行
2100 列，开行量位居全国第一；成

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蔡俊伟建议，
成都继续发挥好先行者的优势，加
大力度推进中西南向通道的建设，
打通对内连接中国西南西北，对外
连接东南亚、中亚，并且通过中欧班

空港、陆港以及信息港，改变成都
作为内陆城市的局限， 这也是西
安、重庆以及中部省份在对外开放
方面应该突破的”。
在
“信息港”建设方面，包括成

增长点。 由此，成都将加速打造跨
境电商的西部中心。
此外，陈耀建议，成都应该积
极争取设立内陆自由贸易港，从而
实现领跑中西部。就此，成都提出在

之日起至甲方最终通知开盘日期
止， 甲方为乙方存单的保管不收取
相关保管费用。 甲方为阜阳红美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
5 月 23 日，记者将这一情况反

意，
“
不只红星天玺湾，阜阳多个房地
产楼盘在开盘前先收取 10 万 ~60
万元定金、认筹金或者到指定银行办
理验资手续，这已是个普遍现象。 ”
“针对这一情况，房管局将进行

都的国际地区航线数量已经刷新
至 106 条；2017 年度出入境旅客

列连接到欧洲南北的大动脉，实现
“
一带一路”的有机衔接。

都在内的多个城市均在进行跨境
电商的先行先试，积极抢占这片新

自贸区建设方面，将主动与上海、广
东等国内自贸区和新加坡、迪拜等

映给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市场监管
科，杜平表示，已经对楼盘负责人进

监管，一旦购房者的举报被查实，将
收集证据，移交到行政执法局，对违

行约谈，要求上交情况说明书，但是

规楼盘作出行政处罚。 ”杜平表示。

人数突破 500 万人次，在中西部地
区位居首位；成都与全球 228 个国

就此，陈耀认为，这正是作为
内陆城市的成都所具有的优势和

蓝海。 成都对外开放大会明确提
出，建设跨境供应链交易平台和全

自贸港对标，高位增强国际投资贸
易平台功能，争取设立内陆自由贸

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关系，国际友城
和友好合作城市达到 88 个； 已有

禀赋。“从地方开放形势分析，目前
最高程度就是海南的自由贸易

球生物医药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
满足全球采购、全球配送的供应链

易港。 成都还将推动在市州打造自
贸试验区拓展区，快速复制推广自

17 个国家获批在成都建立领事机
构，成为仅次于上海、广州的领馆

港。”陈耀认为，成都要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就需要搭建开放程度更高

综合服务平台；支持引进国内外知
名、 市场占有率高的跨境电商平

贸试验区经验和政策，推动自贸试
验共建共享。

成都为推动与欧洲合作建设的中国—欧洲中心。

从开放末梢到开放前沿

人才开放高地
在陈耀看来，当前城市的对外
开放，已经从之前的引资，转变为
引才引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已

“
双聘制”，打造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
业基地，面向全球开展柔性引才。
实际上，为了吸引人才，成都连

最为理性。 ”陈耀说，比如青年驿
站、面向全球人才的“黄金眼”等，
都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

都将为引进、吸引人才提供范本。 ”
“我会把从会上得到的消息反
馈给对成都感兴趣的美国公司。”林

经从资本转变为人才”。
在此次大会上，成都提出将聚焦
人力资源高效协同，精准描绘全球高
层次人才分布图、本地人才结构需求
分布图和人才流动动态示意图，探索
建立人力资源 Uber 平台和高端人才

续两年以市委、市政府
“
一号文件”出
台人才新政后，去年 7 月又出台了
“
成
都人才新政 12 条”，提出了改革人才
落户制度、实施人才安居工程、推行
“
蓉城人才绿卡”制度等系列措施。
“
成都在人才开放方面的政策

“
成都的国际航线越来越多，大
大扩增了城市朋友圈。 ”以色列驻成
都副总领事崔梧蕤介绍，今年 8 月开
通的成都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直航，
将为双边合作带来更多文化、 人才、
知识和技能上通畅交流的基础。“
成

杰伟表示，在教育方面，成都与美国
也合作密切，“每年都会有 1000 多
个美国学生去四川大学交流学习，
这是很好的。 希望吸引更多美国学
生来成都，也希望有更多成都的学
生去美国学习、交流。 ”

乱象丛生
事实上,上述项目工作人员所说

不过,6 月 5 日, 该局又表示，翰
林华府 （安徽泰睿国际建材家居生
活广场）18# 住宅楼已取得预售许

4 月 11 日，有购房者投诉称,翰
林 华 府 18、19、20、21、22 栋 楼 在 未

可证。
而购买了阜阳同

取得预售许可证情况下， 今年 2 月
份擅自违规销售商品房， 至今仍未

栋和 21 栋的购房者却迟迟不能签购
房合同，
“我和几位业主于 2018 年 2

取得预售许可，并且哄抬房价，私自
绑定天价人防车位出售， 严重扰乱

月 11 日付了首付，开发商说 3 月签合
同，推到 4 月，现在又说可能 5~6 月签

房地产市场。
4 月 25 日， 阜阳市房地产管理
局对此公开回复称 “
因该企业涉嫌
违规销售行为， 我局已停止其相关
业务办理， 房产局执法监察大队正

订购房合同。现在合同没下来，银行贷
款利率上涨了 15%， 据说 6 月份以后
首付和贷款还得涨。 4 月份备案价格
才出来”。
5 月 7 日，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
对此表示，目前，该项目未取得预售
许可证， 因开发企业涉嫌违规销售，
已暂停其相关业务办理。
对于阜阳市购房者对翰林华府
的投诉早已有之。 2017 年 8 月，购房
者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翰林华府项目
通过违规预售并现场签订协议，随后
突然要求购房者加收车位费 10 万
元，否则不予办理首付，并视为自动
放弃购房。 对此，阜阳市委办公室回
复表示，阜阳市委高度重视，及时安

拿地近 5 年 周边房价超 13 万元 / 平方米

懋源夏家胡同地王项目入市时间仍待定
本报记者 金姝妮 北京报道

近日， 北京懋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懋源地产”）位于夏
家胡同的地王项目再次放出即将入
市的消息，引起市场关注。
懋源地产夏家胡同项目以将近
4.6 万元 / 平方米的楼面价， 成为
2013 年北京市场的单价地王，其开发
建设时间迄今已有四年多，且此前已
多次放出即将面市的消息，但又多次
“
爽约”。
据行业人士说法，近两年来，8 万
元 / 平方米被认为是北京市场新建
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的天花板，而懋
源地产夏家胡同项目周边二手房售
价已超 13 万元 / 平方米。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项目入市时
间、 销售价格以及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等问题联系懋源地产采访， 其品牌部
门相关负责人仅回复表示， 目前项目
节点还未落定，对外统一不接受采访。

入市时间待定
日前，懋源地产夏家胡同地
王项目“ 岳” 售楼处 对 外 开
放， 不过项目还未正式销售。
“证件还在审批当中，很快了，我
们预计 7 月份，” 置业顾问告诉
记者，据其介绍，该项目以别墅
社区为主， 仅 推 出 70 套 别 墅 ，

目都将在今年年中正式呈现。
懋源 岳拿地时间可以追溯
到 2013 年。 2013 年 7 月 3 日下午，
丰台花乡夏家胡同地块被懋源地产
以 17.7 亿 元 总 价 摘 得 ， 溢 价 率
30.2%，剔除保障房部分，楼面价高
达 45819 元 / 平方米， 成为当年的

沟西山天 家园批准预售价 7.8
万元 / 平方米，丰台槐房板块的侨
禧名苑成交均价 7.9 万元 / 平方米，
仅有远洋春秋嘉园获得 9 万元 / 平
方米的
“
较高”预售价格。
懋源地产总经理助理、 营销
策划总监刘强在“ 系”产品发布

龙湖、泰禾、葛洲坝、招商蛇口等举
办了北京内城顶豪首区发布会。房
企们所说的
“
内城顶豪首区”，是指
以丽泽商务区为核心， 两公里半
径内汇聚了懋源· 岳、龙湖·西
宸原著、 泰禾·西府大院、 中国
玺、昆仑域以及葛洲坝樊家村项

包括合院和联 排 产 品 及 一 栋 高
层，现房销售。
关于销售单价，置业顾问表示，
“
价格还在审批当中，最后要看政府
怎么批。 ”但可以作为参考的是，紧
邻项目的懋源钓云台当前单价 13

北京单价地王。 该地块规划最大建
筑规模为 76630 平方米， 另外需要
配建 3.8 万平方米公租房。 彼时，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夏家胡同地块
打造的产品售价可能达到 10 万元 /
平方米以上。

会上表示， 懋源地产正式推出城
市低密别墅类产品“ 系”，就是
为城市顶级精英提供美好生活的
居所。
值得一提的是， 懋源地产此
前几次通过公开渠道对外宣称懋

目等高端项目。 刘强当时称，懋
源 岳有望在 2016 年年底、2017
年初亮相，并称将成为懋源 系
（核心区低密度、定制化城市别墅）
新品。此后，又有消息称，懋源 岳
将在 2017 年下半年入市。

万元 / 平方米， 整个区域的高端项

但业内人士表示，如今北京市

目单价在 13 万元 / 平方米 ~15 万
元 / 平方米范围之间。
近日， 懋源地产高调对外发
布了其“ 系”产品线，包括夏家
胡同的懋源 岳和位于朝阳孙河
板块的懋源 玺， 并称这两个项

监管部门在新楼盘预售证审批上，
8 万元 / 平方米几乎成为备案价
格上限。北京市住建委官方网站显
示，2017 年 12 月至今， 获得预售
许可证的改善型项目审批价格多
在 8 万元 / 平方米左右。 其中门头

源

对该企业行为进行调查”。

的多个房地产楼盘开盘前定金、认筹
金或者到指定银行办理验资手续是
个普遍现象,并非开脱之词。

岳即将入市。 2016 年开始，懋

在经历了多次宣告即将入市

源地产为夏家胡同地王项目做了
一系列预热。 2016 年 1 月公布了
夏家胡同地块案名为懋源· 岳，
多家媒体报道称项目以别墅产品
为主，2016 年年中会正式亮相。
2016 年 7 月，懋源地产联合

又多次“爽约”后，懋源 岳项目
在本轮预热后能否顺利入市？“
未
必， 要看北京市住建委能批多高
的价格，”一位业内人士置评道。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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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市房产局办理，若存在违规预售和
变相加价等涉嫌价格违法行为，需要
购房者向相关部门提供证据，以便打
击违法违规行为。
6 月 6 日，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
致电同 玫瑰庄园售楼部， 置业顾
问表示， 目前有 100~130 平方米户
型的房源，在售的有洋房和高层，下
一期开盘预计有 100 套房源， 开盘
时间还不确定，手续肯定都齐全。 翰
林华府方面则表示，三期项目已在 6
月初开盘，目前没有房源可售。
针对上述项目问题， 记者致电
阜阳市房地产管理局市场监管科，
工作人员表示需经过阜阳市委宣传
部同意才进行回复。 记者随后将相
关问题传真至该市宣传部， 截至发
稿，暂未收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