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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项目变私人庄园？

7 年前曾被国土部督办整改 五云山奥伦达部落别墅仍在售
本报记者 王登海 夏晨翔 郑州报道

“原谅郑州是平的，上山去。 ”
对于以平原地势为主的郑州而言，
西部上街区奥伦达部落·五云山项
目的宣传标语颇为新奇。
这个以扶贫搬迁、生态建设为
立项初衷的项目，7 年前曾因擅自
改变土地条件建别墅被国土部挂牌
督办，上街区区政府部门有关责任
人也被给予行政警告、党内警告等
处分，违建项目被要求限期整改。
但《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日实地
走访项目发现，独栋别墅、高尔夫俱

而进山入口处，门卫把守森严。在置

“死灰复燃”？

业顾问口中，所谓的生态农场、果园
等内容属于配套设施， 仅为业主和

“我们一期是卢卡小镇，以独栋为主，现在只剩下两套房源。 ”多年前曾被要求整改的别墅项目，目前依然在对外推售。

会员服务。
郑州上街区政府方面在回复记
者采访时称，该项目报批及在建的均
不存在别墅，其建设形式为叠拼、双
拼、联排洋房及多层、小高层住宅。区
房管中心已责成企业停止夸大销售
行为，坚决杜绝上述情况再发生。
此外， 记者致电项目开发企业
河南光辉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辉伟业”），一位工作

乐部、骑士俱乐部等明令禁止的产

人员回复称， 会将问题转交给相关
负责人，由其进行答复。但是截至发

品，仍为项目大力推广的销售卖点。

稿前，记者未收到任何回复。

从郑州主城区出发，沿着主干

达部落·五云山项目共占地 18000

只规划了十几套， 属于私人订制，

户型建筑面积在 140~410 平方米

道中原路西行 30 公里， 即到达五
云山脚下。入口前，奥伦达部落·五

亩，11 平方公里。 规划建设五期住
宅产品，分别为卢卡小镇、科罗蒂小

每套占地面积都有七八亩，总价一
千万元起步。 ”置业顾问称。

不等。 记者注意到，每个户型均带
有庭院，庭院面积少则 400 多平方

云山项目“意式文化度假小镇”的
巨幅广告牌非常显眼。 但记者发

镇、梧桐墅、五云湖畔以及主题庄
园。目前前四期房源均有在售，而主

而售楼处摆放的各期情况介
绍显示，卢卡小镇楼盘总栋数 147

米，多则达到近 4600 平方米。
以 C3-6 户型为例，据其建设

现，在进山入口处设有门岗，由门
卫把守。而该项目的售楼部则设在
马路对面的五云山品味生活馆中。

题庄园则尚未推出销售细则。
“
我们一期是卢卡小镇， 以独
栋为主，现在只剩下两套房源。 二

栋，房源总数量为 147 套，土地使
用起止年限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82 年 10 月 14 日 ， 绿 化 率

规划许可证信息显示，规划层数为
2 层， 建筑面积为 223.52 平方米。
但是在户型鉴赏册中，该户型三室

在售楼部，一座巨大的沙盘呈

期、三期都是以洋房为主，还有小

50%，容积率小于等于 0.3，含装修。

两厅两卫， 两层建筑面积合计为

现着该项目的整体规划，沙盘旁边
则摆放着项目各期的情况介绍和

高层。 五云湖畔是四期，围绕 110
亩人工湖打造的纯别墅产品，有叠

此外，在置业顾问提供的卢卡
小镇户型鉴赏册中， 记者发现，卢

205 平方米， 庭院面积则为 2047
平方米。置业顾问表示，“院子都是

相关证件。置业顾问告诉记者，奥伦

拼，双拼，联排三种户型。主题庄园

卡小镇被划分为 A~D 四个区域，

赠送的，不计入合同面积里。 ”
对于骑士俱乐部、高尔夫俱乐
部等项目，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此
类娱乐设施实行会员制，会员制分
为纯消费和理财型两种，“理财型

曾被国土部挂牌督办整改
2011 年 7 月，国土部通报了“河南光辉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建别墅案”。

的会员卡每个时期发行的都不同，
纯消费的目前有 1 万的会员卡，相

五云山， 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南
部，腹地 11 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588

2009 年 12 月至 2011 年 4 月，
上街区住建局为光辉伟业竞得的土

当于山上的一卡通， 可以住酒店、

米， 区域内有五云山秀色、 五云山

地先后办理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寨、抗日革命旧址、五云山庙等自然
人文景观，拥有近 1000 万株原生树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 项目建设名称为

随后，记者提出进入五云山参
观项目建设情况。 但是，在到达入

木，300 余种珍稀植物，20 余种稀有
鸟类，被誉为上街区天然的南花园。
2007 年，上街区提出对山区进
行扶贫开发， 与香港居易国际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五云山扶贫开发

中国山地生态公园五云山卢卡小
镇，建设规模合计 35911.09 平方米。
扶贫搬迁、生态建设，五云山上
的施工如火如荼，但事实上，建设内
容却是别墅群、高尔夫球场、跑马场

框架协议， 由旗下的光辉伟业作为
项目开发建设主体， 进行整体规划
开发建设。
项目名称定为上街区南部山区
扶贫搬迁及生态建设项目。 主要采

等项目，与规划初衷大相径庭。
2011 年 7 月，国土资源部通报
了“
河南光辉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条件建别墅
案”， 并将此案列为 2011 年第二季

取措施为： 一是将山区内 5 个自然

度挂牌督办案件公开曝光查处。

村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
地出让，进行住宅、商业、旅游开发

据彼时调查结果显示， 光辉伟
业在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建筑结构

低至 0.3 的容积率、 独栋别
墅、 高尔夫俱乐部、 骑士俱乐部

示，项目当前在售的房源为洋房和
别墅。在售的 1 期项目别墅户型简

府发布 《关于下达 2018 年度郑州
市 重 点 建 设 项 目 的 通 知》（郑 政

共道路， 如今为何仅让业主和会
员自由出入, 外来人员则需要以

建设；二是将农业用地集中流转，进
行高科技现代农业、观光农业、生态

形式，违规建设 43 栋别墅，在未取
得项目备案文件的情况下， 相关部

……为何昔日挂牌督办的项目仍
在以别墅形式售卖，是并未整改还

介内容显示，其所在楼栋仅含一个
单元，户数只有 1 户，楼层为 4 层，

【2018】1 号），“五云山生态文化休
闲度假区建设项目”被定为市重点

购房者身份由置业顾问陪同才能
进入？

农业等开发建设。 经统计，5 个自然
村土地面积合计约 1.7 万亩， 宅基

门相继核发了审批手续， 存在违规
建设、监管不严等问题。对涉事的上

是“
死灰复燃”？
上街区政府方面在回复记者

从简介内容来看，其物业形态为独
栋别墅。

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湿地公园、山
区景观绿化、山地运动设施、主题

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住房城乡建设

及村庄占地面积约 3676 亩，农用地
和未利用面积约 13324 亩。
2008 年 5 月，河南省政府批复
同意上街区政府对 5 个村乡镇集体

街区副区长、国土资源局局长、城乡
规划建设局局长等有关责任人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党内警告处分等处
罚；撤销违规核发证件，查封所有违

采访时称，五云山项目报批及在建
的均不存在别墅，建设形式实为叠
拼、双拼、联排洋房及多层、小高层

而对于该项目建设的高尔夫
俱乐部、骑士俱乐部等情况，上街
区政府仅表示，2010 年 9 月，五云

庄园、休闲农庄等（不含房地产开
发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6 年，上

部、文化部、公安部等多个部门《关
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
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

建设用地进行征收， 涉及零散的集
体建设用地 122 宗、 面积 3701.32
亩。山上的村民陆续下山安置，光辉
伟业则开始进场， 为后来的“上山
去”做准备。 2009 年 10 月，光辉伟

规建筑物；对可采取改正措施的 35
栋别墅， 按工程造价的 10%进行罚
款，共计约 116.57 万元；对无法采
取改正措施的 8 栋别墅实施拆除
（已拆除到位）。

住宅。 现场置业顾问为加快销售，
存在虚假、夸大宣传情况。 区房管
中心已责成企业停止“夸大”销售
行为，对置业顾问加强教育、管理
工作，坚决杜绝上述情况的再次发

山农业公司擅自占用土地 34.17
亩， 建设高尔夫练习场和养马场，
并非跑马场，所占用地均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 2011 年 6 月 1 日，
区国土局对五云山农业公司上述

街区农业综合开发 （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与郑州通航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曾就上街区五云山文
化生态旅游度假区中线道路建设
工程进行公开招标采购，中标金额

规定解释，公园是指政府投资建设
和管理，具有相应设施和管理机构
的公共绿地；向公众开放，用于开
展游览观赏、休憩健身、文化娱乐、
科学普及等活动的公共场所。私人

生。 并表示，企业如存在违反国家

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决定，责令退还

约为 849.85 万元， 资金来源为财

会所是指改变历史建筑、公园等公

业竞得 26 宗、510.78 亩土地， 并于
12 月 31 日获得 《国有土地使用权

事实上， 就在 2011 年 6 月，上
街区政府曾发布公告称，光辉伟业擅

规定擅自开发建设独栋别墅问题，
一经区住建局发现会及时通知执

土地、恢复原状、并处罚款 392570
元，罚款已到位，高尔夫练习场、养

政资金，工程规模包括道路、雨水、
照明、景观绿化等工程，其中道路

共资源属性设立的高档餐饮、休
闲、健身、美容、娱乐、住宿、接待等

证》， 土地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建
筑密度为 30%， 规划容积率不大于
1.2，未对建筑高度进行限制。

自改变土地用途，修建跑马场、高尔
夫练习场，国土部门已对其下发了行

法部门介入，要求停工、拆除。
但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看到

马场所占用地已种植苗木，恢复耕
种条件。

包括车行道、慢步道、景观带等。
既为旅游度假区、湿地公园，

场所， 包括实行会员制的场所、只
对少数人开放的场所、违规出租经

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限期整改。

的五云山奥伦达项目介绍信息显

2018 年 1 月， 郑州市人民政

且是利用财政资金买单修建的公

营的场所。

吃饭等。 ”

口时，门卫随即进行了拦截，直至
置业顾问表明身份才予以放行。
“
这里不对外， 只有业主和会员才
能自由进出，其他外来人员都需要
置业顾问陪同才能进去。 ”置业顾

根据政府文件，五云山生态文化休闲度假区建设项目为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但并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内容。 但该项目房地产广告随处
可见。

本报记者王登海 / 摄影

问解释称。 记者发现，整个五云山
项目仅有一期卢卡小镇已完成建
设，余下几期仍处于施工状态。

或仍违规
五云山项目被定为市重点建设项目，主要建设湿地公园、山区景观绿化、主题庄园、休闲农庄等（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

聚焦轨道物业开发 京投发展欲将 TOD 模式开发全国复制
开启全国化布局
本报记者 金姝妮 北京报道

轨道物业开发已然成
了房企眼中的“香饽饽”，行
业龙头房企包括万科
（000002.SZ）、 龙湖（00960.
HK）、绿城（03900.HK）等都
有涉足，万科管理层此前更
是在公开场合特意强调将
大力发展轨道物业。
易居研究院与西南交通
大学(上海)TOD 研究中心联
合发布的《轨道城市，上盖经
济 ——
—中 国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TOD 发展研究报告》 认为，
未来 3 年到 5 年内， 全国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上盖开
发将带来 2.4 亿平方米左右
发展空间。
面对蓝海市场， 近日，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0683.SH， 以 下 简 称“京
投发展”） 通过公开渠道高
调宣称， 正式实施全国布
局， 以 TOD 模式向上海、
广州、西安等城市迈进。 京
投发展总策划师、营销策划
部总经理戴嘉宁在接受《中
国 经 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公司聚焦 TOD 模式物
业开发已有十年经验，今年
底或能确定全国化布局的
明确目标。

资料显示，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即以公共
交通为导向的开发， 使公共交通的
使用最大化的一种非汽车化的规划
设计方式。

性、混合化、高密度的土地开发，将提
升轨道交通场站周边土地的价值和品
质，实现土地溢价和物业增值，推进城
市功能复合建设，形成多赢的局面。
京投发展当前对外推广口径

已有十年时间，以行业“
专家”自居，
目前旗下拥有琨御府、公园悦府和西
华府三个 TOD 项目，均位于北京。
戴嘉宁透露，公司全国化布局，
从三年前高一轩接任总裁时就已开

已经获得土地项目均位于北京，其他
城市尚未拿地。公司主要做轨道基地
一体化开发，简单说就是车辆段上盖
开发，牵扯到跟轨道衔接的相关技术
工艺，包括周边配套的打造，减震降

投发展面临的除了蓝海市场， 还有
多名竞争者。 在与万科、龙湖、绿城
等大房企抢滩战中， 无论是戴嘉宁
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口径， 还是总裁
高一轩的公开讲话， 都把项目开发

前述报告分析称， 在已开通轨
道交通的城市中，已有近六成已开发
或正在开发车辆基地上盖，还有近三
成规划开发车辆基地上盖，进行轨道

中，其主要业务是“
TOD 智慧生态
圈”，根据公司总裁高一轩近期在公
开场合的表述，
“
TOD 智慧生态圈”
即一个具有自我修复和优化能力的

始酝酿， 目前尚未确定特别明确的
目标， 尤其是具体到城市以及项目
开发体量。“
客观说，在此之前，京投
发展还不是一个全国性公司， 现在

噪措施的运用，专业要求非常高。
戴嘉宁说：“现在全国有很多城
市的地铁公司和轨道公司跟我们联
系，希望来合作进行项目开发。也有

经验视为扩张的第一利器。
“
京投发展一直专注于 TOD 开
发，它们相对而言是刚刚进入，我们
已经有十年经验了， 积累了大量的

交通车辆基地上盖开发的普及度日
益提高、建设速度也将进一步加快。
易居研究院研究中心总经理崔
霁认为， 城市轨道交通 TOD 开发主
要围绕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开展多样

闭环系统，该系统包含三个要素：以
轨道交通开发为导向， 以智慧和科
技为加速发展的主要工具， 实现人
文、自然、产业生态价值的共生。
据介绍， 京投发展涉足该领域

也是全国布局的开始， 过程中也会
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目前全国方面
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但是过了
今年应该就会有了。 ”
他继续补充道， 目前京投发展

一些可能在轨道物业开发方面基础
稍微弱一点， 但是房地产开发能力
比较强的传统开发商向我们抛出橄
榄枝，希望达成合作。 ”
走出北京，布局全国的路上，京

经验和技术优势；还有团队优势，全
国真正做过车辆段上盖开发项目的
总经理两只手能数得过来， 超过一
半都在我们公司， 而且我们中高层
一直比较稳定。 ”戴嘉宁告诉记者。

签约销售额为去年 10 倍？
TOD 模式物业开发与一般的

2018 年定下的目标是 70 亿元

大、开发周期长也是行业共识。

金流量变化较大主要系: 项目销售

元，借款增加 15.06 亿元。

房地产项目在操作流程上并无太大
差异， 土地仍然要通过招拍挂来获
取，京投发展实现全国化布局，获取
新项目首要考验的便是资金实力。
喊出全国扩张的同时， 京投发
展也期望在财务表现上有所突破。
京投发展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显
示，其 2017 年度经营计划中预计签
约销售额 7.98 亿元，实际完成 7.27
亿元，完成计划的 91%，京投发展解

签约销售额、78.92 亿元营业收入，
这意味着 2018 年其签约额几乎为
去年同期的 10 倍， 营业收入达到
26%的增速， 而其 2017 年和 2016
年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变动幅度
分别为增长 4.99%、下降 29.8%。
“去年多少也受到一些政策的
影响，但不完全是政策。今年北京现
在是五个项目同时卖，实现 70 亿销
售额是非常容易的。 ”戴嘉宁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 2017 年
财报数据，京投发展去年各季度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 4.09 亿元、-1.52 亿元、-4.65 亿
元和 2.12 亿元，季度差异较大。 而
根据京投发展 2017 年披露的各季
度经营数据显示，各季度的销售金
额 分 别 为 1.98 亿 元 、1.17 亿 元 、
2.29 亿元和 1.95 亿元，季度差异较
小。 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回款进度不同。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与公司销售情况不匹配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披露各季度销售额为签
约销售额， 全年签约销售约 7 亿
元。 因房地产行业特点，决定了项
目在按揭销售方式下从开盘销售
到销售款全部收回存在合理周期，
2017 年一、二季度的销售回款大部
分为 2016 年下半年签约销售，所
以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公司

关于平衡现金流， 戴嘉宁称
TOD 模式物业开发只是和传统的
住宅开发、 或者说和一些大型房企
的成熟开发相比， 开发周期相对比
较长， 但还是在公司能够控制的合
理范围之内。“
从拿地到开盘，一线
的住宅开发大概九个月左右， 我们
的项目估计得在 11 个月左右，一年
之内肯定能上市。 ”
记者梳理公司公告发现， 京投

释称主要系受到调控政策影响，部
分类型产品销售难度增加。 2017 年
预计营业收入 71.63 亿元， 实际完
成 62.17 亿元，完成计划的 87%，主
要系预计应结转的销售额未达到收
入确认条件。

他进一步分析称， 京投发展很多项
目都集中在北京，而 2017 年恰好是
各个项目都没有供货计划， 轨道项
目没在供货周期内。
做 TOD 物业开发， 不仅有较
高的技术门槛， 同时需要的资金量

量净额变化较大的原因以及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与公司销售情况不
匹配的主要原因也受到了上交所
的注意。
京投发展在回复上交所的公
告中表示，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

销售情况不匹配。
京投发展 2018 年一季度报告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公
司负债合计 254.61 亿元，资产总计
298.87 亿元，负债率约为 85%；本报
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为 -14.22 亿

发展 2018 年至今，仅有 1 月 4 日在
北京密云区获得一宗地块， 耗资
19.425 亿元。“在北京还是按照既定
节奏，正常关注土地，以可能推出的
轨道上盖为主， 其他类型的项目也
会考虑。 ”戴嘉宁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