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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近日房地产市场调控再出重拳，住建部会同多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于 2018 年下半年，在 30 个城市先行开
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不过重拳之下，部分问题依然未解，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兵分几路，对于被点名的典型城市楼市进行全方位调查走访，今日起本报将陆续刊登该组系列调查报道。

入市项目触违规红线，地王或遇“至暗时刻”

中海项目“折戟”苏州市场

苏州楼市镜像：一半冰山 一半火焰

早在 2015 年入住时，就有业主和开发商提出希望加高护栏，
但一直未被采纳。 在业主们看来，小区楼道护栏设计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同时小区楼栋门禁处于瘫痪状态。

本报记者 杨玲玲 苏州 上海报道

苏州房地产市场的喷薄之势早

东原千浔等项目在销售过程中将超
大赠送面积作为产品卖点， 或涉嫌
“偷面积”。 针对公司苏州市场
违规

楼身亡事件引起外界关注，多位业主
认为，小区单元楼楼道的护栏存在安
全隐患。针对苏州项目安全隐患以及

在中铁建、 仁恒等高地价项

入驻苏州市场， 截至目前已开发

目进度缓慢，弘阳、东原等入市地
王销售或涉嫌违规的同时， 记者

25 个项目。
2017 年，在土储告急的情况

走访中了解到，近日，扎根苏州市
场多年的中海地产也陷入了舆论

下， 中海地产接连斩获 6 块优质
地块， 其中也不乏地王项目，例

风波。
近日， 中海地产位于苏州的

如 ，2017 年 9 月 苏 园 土 挂 告
[2017]第 01 号落下帷幕，两宗地

项目中海御景湾一起男童意外坠
楼身亡事件引起外界关注。 多位

共计吸金 35.9 亿元，体育公园板
块时隔两年再度诞生“地王”，中

业主认为， 小区单元楼楼道的护
栏存在安全隐患， 虽然其高度是

海以 23231 元 / 平方米的楼面价
再入湖东。

1.2 米，但其中 60 厘米是护栏，60
厘米是底座，孩子很容易攀爬，发

今年 3 月， 该地块的批前公
示出炉，共涉及 16 万平方米的宅
地规划（共 818 户）以及 5.06 万
平方米的自持商业用地规划 （包

从苏州市住建局网签数据来
看，2018 年上半年， 苏州楼市商品

生意外。
6 月 26 日，记者实地走访姑
苏区虎殿路与藕前路交汇处的中
海御景湾时，坠楼男童家人介绍，

房套数、面积和金额的“三冠王”为
新城，销售总金额近 40 亿元。不过，

孩子今年 11 岁， 当日下午放学
后，其从 23 楼家门外的连廊处不

园区久光百货西广场的城市展厅
已公开，不过具体开售时间待定。

此前记者走访苏州楼市了解到，金
辉姑苏铭著、 国瑞熙墅等地王项目

慎坠落。记者到访当日，孩子坠落
处依然放有花圈， 外围拉上了警
戒线。
男童家人带记者来到 23 楼

同时 2017 年 10 月， 中海以
11.5 亿斩获的苏地 2017-WG-32
号地块， 成交楼面价 24105 元 /
平方米，溢价率 41.79%。 同场土拍

的空中连廊，从该楼层向下张望让
人心悸。 记者注意到， 高度约 1.2

中，中海还竞得了另外两宗地块，
分别为 33 号地块， 成交楼面价

米的护栏，有一半为砖墙底座，可
轻易攀爬。业主称，孩子出事后，开
发企业紧急在楼道的墙壁上贴上

23141 元 / 平方米和 34 号地块，
成交楼面价 23787 元 / 平方米，
三宗地块为连体地块。
日前， 苏州市工业园区管委
会网站发布了中海青剑湖 32 号
地块的批前公示，根据公示，该地
块规划为 14 幢小高层住 宅（11

今年以来， 苏州楼市调控未见

在 2016 年就彰显出来，彼时，苏州
房价增长速度全国领跑， 也催生了

松懈。 《中国经营报》记者实地走访
中了解到， 上半年苏州新房销售两

苏州地王的迭代更新。 然而进入
2018 年， 地王的刷新速度明显下

的发展以及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记者致电弘阳地产苏州公司

公司区域布局等问题，《中国经营报》
记者致电致函中海地产方面，相关负

级分化明显，呈现出一半冰山、一半

降。同时，早期地王也面临着入市难
题。其中仁恒、中铁建等地王项目入

相关负责人章垠才， 对方表示不便
进行解答。

责人回复表示：
“
已和苏州沟通，具体
涉及业务线正在会商。”不过，截至记

市缓慢，
“装睡晒地皮”。
记者走访中看到，姑苏正弘府、

此外， 近日中海地产位于苏州
的项目中海御景湾一起男童意外坠

者发稿前并未收到针对具体问题的
回复内容。

火焰的态势： 高性价比项目开盘秒
光，而部分高地价楼盘却少人问津，
成交低迷。

“地王”涉嫌违规“偷面积”
记者走访中看到， 姑苏正弘府、
东原千浔等项目在销售过程中
将超大赠送面积作为产品卖点，
或涉嫌违规
“
偷面积”。

去化并不理想。
另据了解，自 2018 年 1 月中铁
建斩获楼面价 43167 元 / 平方米的
苏州地王之后，近 6 个月的时间内，

记者实地走访仁恒位于姑苏区干将东路以北、仓街以东的地王项目看到，地块与半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地块内荒草丛生，靠近苏州耦园的土地已进
行地块平整。

本报记者杨玲玲 / 摄影

括酒店式公寓、 养老、 居委等用
地）。 据了解，目前项目位于苏州

盘秒光， 也有半年几套或十几套成
交量的低迷表现；既有惜售，也有迟

对此， 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改变房

房率将大大提升。”记者针对这一情
况联系东原地产方面进行采访求

迟未能入市的“
难产儿”。
其中，弘阳地产于 2016 年竞得
的 直板块地王项目已进入销售
阶段， 记者查询苏州市区商品房销

屋结构如果属于违章搭建肯定是不
允许的，楼盘在销售过程中如果存在
夸大宣传或不当承诺，也可以及时向
其反映，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证， 对方表示：“东原千浔项目的户
型设计均通过政府有关部门报批，
符合苏州政策相关规范， 是我们因
地制宜进行户型结构优化以及创新

售网上管理系统发现，2017 年 8 月
18 日和 2018 年 6 月 22 日，姑苏正

同时， 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实地
走访东原地产 2016 年竞得的地王

室内空间设计所呈现出的。 2018 年
1 月 22 日，苏州市规划局对新开发

了
“
请勿攀爬”的标志牌。
据了解， 早在 2015 年入住
时， 就有业主和开发商提出希望
加高护栏，但一直未被采纳。在业

姑苏区干将东路以北、 仓街以东的
苏地 2016-WG-46 号地块看到，项

弘府 （备案名： 源名筑） 共获得
764 套住宅房源销售许可证，截至 7

项目东原千浔了解到， 项目在售叠
墅房源户型为上叠 118 平方米，下

项目的户型结构及规划设计的要求
进一步细化，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千

主们看来， 小区楼道护栏设计存
在较大安全隐患， 同时小区楼栋

幢 9 层建筑、3 幢 10 层建筑），总
建筑面积为 70135.65 平米，容积

目与半年前相比变化不大， 仍处于
“晒地皮”状态，靠近干将东路一侧
为停车场，地块内荒草丛生，靠近苏
州耦园的土地已进行地块平整。 市

月 3 日仍有 738 套可售住宅房源，
网签率为 3.4%。

叠 208 平方米，总价 400 万 ~680 万
元 / 套； 景墅产品建筑面积中间户

浔项目的空间设计优势在市场上属
于绝对稀缺的产品。 ”

门禁处于瘫痪状态等。
针对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

率为 1.8。 地块属于住宅用地，竞
拍时设置了市场指导价， 因成交

近日， 记者实地走访苏州市吴
中区 直大道与甫澄北路交汇处

约 125 平方米、边户约 135 平方米，
总价 280 万元 / 套起。

苏州市相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商品房销售过

物业服务问题， 记者联系中海地
产方面， 截至发稿对方未对具体

价超过了市场指导价的 10%，因
此按照规定， 这宗地日后所建房

场分析人士认为， 短时间内苏州地
王几乎不存在更新的可能。

的姑苏正弘府项目时， 销售人员介
绍称， 一套两室的 110 平方米的小

根据销售人员介绍， 一套 125
平方米的景墅产品， 上层和下层均

程中的确有赠送面积的现象， 但是
私自改建的部分不会体现在任何正

问题进行答复。
据了解， 中海地产是较早进

产为现房销售。
市场观察人士提出， 这对于

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上半年苏州市场两级分化

高层产品有大量赠送面积， 通过改
造最多可变成四室， 大大提升了得
房率，该做法或涉嫌违规
“
偷面积”。

有大量赠送面积， 客厅上方的挑空
部分可以搭建楼板， 再改造成一个
房间。“
实际上就是偷面积，这样得

式文书中， 购房者如果觉得销售人
员涉嫌夸大或虚假宣传， 可搜集证
据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反映。 ”

驻苏州市场的品牌房企之一。 公
开信息显示，2004 年 4 月中海竞

开发商而言将大大提高资金风
险， 对其开发能力也意味着更强

得园区湖滨一号项目地块， 正式

的考验。

其苏州地王的
“江湖地位”并未被撼
动。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中铁建位于
姑苏区北园路以南、 苏州档案馆旁
的苏地 2017-WG-47 号地块发现，
该地块被开辟为停车场， 暂无动工
迹象。
日前， 记者实地走访仁恒位于

现象明显。 既有高性价比项目的开

中弘股份债务危机始末：激进扩张终至“卖身”
本报实习记者 吴静

新的控股股东。“
接盘侠”的到来让
市场兴奋了一把，7 月 2 日中弘股份

弘股份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
债 务 本 息 合 计 金 额 约 为 41.13 亿

巨额债务缠身的房地产公司中

股票主力资金净流入 4794 万元。 不
过，7 月 2 日深交所就发来关注函，

元，全部为各类借款。 去年底，公司
总资产约为 451.81 亿元。

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979.SZ，
以下简称“中弘股份”），“自救”故

针对《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提出诸多
质疑。 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新疆佳龙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此次股权
转让存在的障碍以及公司债务问

事近日又有了新的动向。
先是 6 月 29 日公司发布公告
称， 新疆佳龙或欲接受中弘股份母
公司转让的 26.55%股权， 成为公司

的财务状况、 股权收购资金来源和
收购目的上。 随即，中弘股份股票在
7 月 3 日主力净流出 5652 万元。
公告显示， 截至 6 月 22 日，中

题，向中弘股份发出采访函，截至发
稿时，未收到公司回复。刚刚辞职的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吴学军称，
“
现在什么都不方便回答。 ”

记者查阅中弘股份财务情况和
相关资料发现， 如今的债务危机和
“卖身”下场与公司近几年的激进并
购扩张有着密切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公司在 2008 年
通过收购 *ST 科苑，顺利实现借壳
上市。 上市之后，中弘股份在 2010
年实施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
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以房地产开发为
主，业务主要位于北京、济南、海口、
安吉、长白山等城市，其中北京所占
比重较大。
2017 年年报显示，房产销售是
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其他
收入包括控股的两家香港上市公司
KEE（02011.HK，开易控股）和中玺
国际（00264.HK）所带来的物业管
理收入、 餐饮收入等。 2017 年 10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取得了
A&K 公司 90.5%的股权，增加公司

滑， 中弘股份也开始谋求业务的
多元化。 从 2012 年开始，中弘股
份就已经在谋求通过并购扩张来
实现转型：2012 年参与矿业投资；
2013 年进 军 手 游 ；2014 年 联 合 上
影集团投资 170 亿元打造浙江安
吉影视产业园。 但这些举措也被
部分批评人士质疑为公司追逐热
点炒概念。
2015 年， 公司内部正式提出
“
A+3”战略转型决策，即：一家 A 股
上市公司外加三家境外上市公司。
A 即中弘股份， 定位于一家全面开
发旅游地产的重资产公司； 三家境
外上市企业则属于轻资产公司，一
家围绕互联网金融做物业营销，一
家做在线旅游， 另一家负责品牌运
营管理。
紧接着， 与以往的并购扩张方
式类似， 中弘股份采取了一系列的
资本运作，通过中弘股份的 BVI 子

增， 当年新增土地储备 117 万平方
米，接近 2015 年全年的 3 倍。 2017
年，中弘股份耗资 4.15 亿美元拿下
高端旅游服务公司 Abercrombie &
Kent（简称 A&K）90.5%股权。
中弘股份向外界传达的战略思
路为： 依靠一系列资本运作来盘活
此前在多地布局的旅游地产， 推动
公司向文旅地产转型， 从而打造一
个涵盖物业管理、中介代理、营销平
台及文旅地产开发的闭环链条。
业务的快速扩张导致中弘股
份近年来的现金流呈净流出状态。
财务数据显示，中弘股份的经营活
动 现 金 流 从 2013 年 至 2017 年 均
为负值。
此外， 由于大举投资并购，公
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亦大幅流
出。 2017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 95.02 亿元，流入 13.82 亿元，净
流出超过 81 亿元。 去年， 中弘股

2017 年营业收入 10 亿元。
从主营业务来看， 公司的房地

公司著融环球、耀帝贸易，先后收购
了 H 股的中玺国际 （前称卓高集

份除了收购上述 A&K 公司之外，
公司还斥 200 亿元巨资意欲收购

产销售业务在走下坡路。 毛利率最
高时期为 2012 年，高达 60.33%，近
两年受国家政策调控以及市场竞争
影响，到 2016 年时已降到 27.48%。
随着房地产业务毛利率下

团）和开易控股（KEE），以及新加坡
上市公司亚洲 旅 游（Asiatravel.com
Holdings Ltd）。
伴随着公司大举并购扩张，中
弘股份的土地储备也在 2016 年激

美国养老机构布鲁克代尔老年关
怀公司，但交易最终搁浅。 与时同
时， 中弘股份又启动对三亚半山
半岛项目的收购， 但再次以失败
告终。

记者 童海华 北京报道

“豪赌”式扩张

自救不成终卖身
为支持公司的业务扩张，中

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海

文旅地产无疑是”嫌命太长”，文旅

弘股份的债务规模也在近几年快
速膨胀。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借

南新佳旅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并按协议约

地产、特色小镇等项目前期是需要
非常充裕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项

款余额 283.36 亿元， 累计新增借
款金额为 103.68 亿元，其中，一年
内需偿还的短期借款为 97.33 亿
元， 较 2016 年度的 54.63 亿元大

定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预付了
收购款 61.5 亿元。 目前对于该笔
资金的追回仍无进展。 根据中弘
股份历年年报数据， 公司近 5 年

目后期盈利缓慢，“可以说，中国地
产前 20 强才有这个实力做特色小
镇、文旅地产”。
蔡为民认为，“目前在房地产

幅攀升，短期债务压力增加。 去年
底，公司负债总额 367.13 亿元，较
2016 年的 230.49 亿元增加 136.64
亿元，增幅为 59.28%。
在公司对外激进扩张的同

的年平均净利润不过 3 亿元左
右 ， 最 高 的 一 年 是 2012 年 ， 为
10.34 亿元。 截至去年末，中弘股
份货币资金为 8.1 亿元。
据记者了解， 近几年来中弘

企业融资趋紧的形势下， 对于中
小房企来说， 其实最好的路径就
是找央企或上市公司寻求并购。 ”
中弘股份发布的债务逾期公告显
示，截至 6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及

时， 中弘股份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则麻烦不断。 2017 年，中弘股份旗
下北京御马坊项目和夏各庄项目
受到北京市“3·17”调控政策影响
而销售停滞， 部分库存房产被查
封冻结无法销售， 主力大盘御马
坊甚至出现退房潮。 公司一度给
予厚望的如意岛项目受环保风暴
影响， 被海南省政府实施“双暂
停”，公司业绩下滑超过 70%。
三家境外上市公司的表现也
不尽如人意。 年报显示，其中两家

股份尝试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
公开数据显示，2016 年，中弘股份
通过定增以及发行债券等方式融
资 66.7 亿元；2017 年上半年，中弘
股份又通过股权质押、委托贷款、
向关联方借款、 股权投资基金等
方式共募集资金约 112 亿元。 去
年该公司筹资活动获得的现金流
净额为 55.64 亿元。
截至 2017 年底，中弘股份的
有息负债总额为 283.36 亿元，融
资成本介于 4.75%~12%之间，期限

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债务本
息合计金额约为 41.13 亿元，全部
为各类借款。 去年底，公司总资产
约为 451.81 亿元。
目前，中弘股份 13 个在建项
目中， 仅两个项目恢复了部分施
工，其余项目均处于停工状态，其
中还有 6 个项目因为涉及债务诉
讼而遭到冻结， 公司董秘吴学军
也于近期辞职。
自 6 月 20 日首次盘中跌破
0.99 元，成为“仙股”之后，中弘股

公司在去年均出现亏损： 中玺国
际亏损 1232 万元，开易控股亏损
3910 万元。 A&K 虽然实现扣非净
利 9364 万元， 但与其 2.1 亿元净
利润承诺相距甚远。
年报显示，中弘股份 2017 年
亏损 25.11 亿元，今年一季度继续

在 1 到 6 年不等。
今年 3 月 19 日，中弘股份寄
希望于通过与有华融系背景的中
国港桥进行重组，若重组顺利，中
弘 股 份 能 够 得 到 130 亿 元 的 资
金，但由于债权人不配合，重组最
终失败。 这使得原本偿债资金来

份股价一直就在 1 元 / 股左右徘
徊。 7 月 2 日和 3 日，其股票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证监会出台的 《退市意见》规
定： 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不含停牌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
低于股票面值（1 元）的，证券交易

亏损 3.16 亿元。
此外，据记者了解，由于公司
在重大投资管理和资金管理方面
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在收
购海南半山半岛项目中， 公司实
控人王永红在未经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的情况下， 擅自与三亚

源极度匮乏的中弘股份的偿债能
力进一步恶化。 6 月 20 日，中弘股
份筹划两年之久的 36 亿元定增
因为超过有效期而彻底失败。

所应当终止其上市交易。 据了解，
此前 *ST 海润因连续下跌， 股价
跌破 1 元，随后停牌。
对于意欲接盘中弘股份的新

浙江大学地产运营研究所所
长蔡为民告诉记者，对于资金和实
力相对薄弱的中小房企来说，转型

疆佳龙，《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
披露甚少， 记者向新疆佳龙发出
采访函，截至发稿前未收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