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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地产
联合办公“独角兽”优客工场的估值游戏
对话新城控股王振华：
“
戈壁滩上”的
“
骆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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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堰塞湖”

大华、中鹰项目被指霸王条款、减配

甲方未征得乙方同意变更小区的平面布局，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恢复，如不能恢复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总价款的 0%违约金。

沪房企高周转之殇
特约撰稿 毛中楠

湖、 中海等多家房企纷纷祭出“
高周

本报记者 张玉 石英婧 上海报道

转”大旗。 日前，在浦东新区周浦镇西
社区保利周浦地王地块， 正值盛夏，

上半年以来， 楼市调控逐渐成
为常态。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今年 1～6 月份，全国各地房地
产调控政策发布次数超过 180 次，
累计 73 个城市进行了调控，出台了
135 条限购政策，176 条限贷政策，
51 个城市及海南全省实行了限售。
政策严控常态化带来的资金压
力似乎使得
“
高周转”模式成为当下房
企的
“
救命稻草”。 包括保利、绿城、龙

《中国经营报》 记者根据门口的电子
牌粗略统计， 现场至少有数百名工人
进行施工。
“
恶果”正
不过，高周转所带来的
在逐步显现。 日前，有上海中鹰黑森
林项目、大华斐勒公园项目多位业主
向记者反映， 高端豪宅项目存在减
配、质量问题、虚假销售、霸王条款等
销售乱象。
对此， 上海中鹰物业管理有限公

日前， 记者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林海公路与年家浜路交叉口的保利周浦地王工地现场看
到，项目售楼处被蓝色围挡拦住，但工地现场仍有百余工人在施工。

毛中楠 / 摄影

司田姓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在接到
业主反映的问题之后，目前物业部门正

业主发现问题后可以联系售后服务部
门进行维修。针对业主反映的移门问题

在进行维修中。 公司有售后服务部门，

公司有外国专业人员进行跟进维修。

被迫“高周转”？
一方面，利润变薄之后不乏开发商捂盘惜售等情况出现；另一方面，资金压力使得不少房企加快了“赶工”进度。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

话咨询了日前开盘的大名城紫金九

对此， 本报记者先后多次试图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亏

2018 年上半年，地方房地产政策调
控强化与扩围并存。 上半年约有 11

号， 工作人员称， 此次认筹截止到
25 日下午 5 点，认筹金额为 146 万

联络仁恒地产相关对接人， 截至发
稿，尚未得到有关回应。

损 292.96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86.03%。 在此基础上，公司流动负

个城市出台限购政策、23 个城市出
台限售政策， 海南从省级层面进行
限购、限售。

元， 预计开盘时间为 8 月 10 日，售
价为 6.2 万元左右， 与 2016 年相
比，价格降了约 6000 元。

另一方面， 限价常态下所带来
的资金压力使得不少房企加快了
“
赶工”进度。日前，本报记者实地走

债 由 年 初 的 942.95 亿 元 增 加 至
1341.8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据澎湃报道，5

具体到上海而言， 中指院相关
分析指出，除了传统的限购、售、贷
等政策，上海 2018 年上半年政策非

此外，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隆昌
路 611 号的华发公馆，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目前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均

访保利地产浦东新区周浦镇西社区
PDP0-1001 单元 A-03-11 地块看
到， 上述保利上海周浦地王项目售

月 17 日， 在保利地产股东大会上，
董事长宋广菊表示， 公司在项目周
转方面也学习了碧桂园的一些做

常注重对市场监管的强化， 重点对
投资炒房、房地产“
黑中介”、违法违

价约为 9.4 万元 / 平方米， 而值得注
意的是，该项目为毛坯交付标准。

楼处已经被围挡围了起来， 只留了
一个约一米宽的门， 供人进出。 此

法， 现已有专门的运营中心来提高
效率。 常规情况下项目争取一年内

规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方面进行重
点监管。

一方面， 利润变薄之后不乏开
发商捂盘惜售等情况出现。 在位于

外，记者还注意到，目前施工现场正
有大量工人在进行紧张有序地施

能够销售， 有些项目特殊情况下五
六个月也可以。

严控之下， 房价波动趋缓。 日
前，仁恒东郊花园正式开盘。据相关
媒体报道， 已经是现房出售的仁恒
东郊花园声称， 后续项目已取得新

浦东新区玉盘北路 288 弄的仁恒东
郊花园，销售告诉记者：目前已完成
清盘，无房可售。 7 月 25 日，记者电

工。 正值盛夏，在门口的电子牌上，
记者粗略统计， 现场至少有数百名
工人进行施工。 据了解，早在 2016

进度及公司财务状况相关问题，记
者先后致电致函保利地产相关负责

话咨询了仁恒东郊的销售情况，销
售经理称 7 月 21 日已经清盘，没有
房源了，该楼盘项目也已经结束。
不过， 记者随后在网上房地产
查到，截至 8 月 2 日，上述项目尚有
594 套房源显示可售。

年 5 月，保利以 54.5 亿元竞得周浦
镇 西 社 区 PDP0-1001 单 元
A-03-11 纯住宅地块， 彼时，5.45
万元 / 平方米的楼板价成为该区块
内的地王。
据公司相关财报，2017 年公司

人，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
在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
伟看来，当前调控大势之下，势必会
对企业的资金状况造成一定的压
力，由此，不少企业选择减配，毛坯
入市。

的预售证， 预计 2018 年 7 月 20 日
开始加推新房源，备案均价不足 6.5
万元 / 平方米， 与 2016 年相比，价
格降了约 3000 元。
无独有偶，7 月 25 日， 记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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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利上海周浦地王的施工

房企高周转“大招”背后，项
目产品的质量问题也渐渐开始
显现。

传，擅自减配问题。
业主方圆（化名）表示：“一期
一标段于 2018 年初开始种植绿

近日， 记者在调查采访位于
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 1717 弄的

化， 楼书宣传材料中写明近 150
种名贵树种全冠移植。 不过，从目

中鹰黑森林项目时了解到， 由于
隔音、物业等问题，小区业主正在

前的情况来看， 楼盘实际种植的
植物大部分都非全冠移植并且以

进行维权。 在业主提供的一份检
测报告中，记者注意到，由于房屋
的设计问题， 导致房屋隔音效果

低档植物居多，密度稀疏。 ”
另据业主介绍，2018 年 5 月
初， 业主方发现售楼处的沙盘被

不好，而在整改之前，甚至未能达
到国家标准。
另据网上房地产数据， 中鹰
黑森林项目于 2016 年第一季度

开发商擅自改动， 取消了原本一
直存在的水景模型展示。
记者注意到，在上述业主提供
的预售合同中明确表明，甲方不得

迎来一次网签的小高峰， 前述业
主们所反映的问题大多集中于这

擅自更改与乙方约定的小区平面
布局，确需变更的需征得乙方书面

一时间段内销售的房源。“由于交
房在即，为了赶工期，避免因违约

同意。甲方未征得乙方同意变更小
区的平面布局，乙方有权要求甲方

交房而造成的罚款以至于最后的
偷工减料， 这其中以玻璃门的滑

恢复，如不能恢复的，甲方应向乙
方支付总价款的 0%违约金。

轨和防水层为主， 部分防水是徒
有其表， 玻璃门滑轨的皮带也有
多名业主反映质量存在缺陷。 ”张
良告诉记者。
对此，上海中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田姓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

日前， 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
大华斐勒公园项目。 在售楼处，记
者关于楼盘的绿化问题进行咨
询， 而销售的回答则是：“我不清
楚这里哪棵树是好的， 也不知道
用的什么标准”。 本报记者试图通

在接到业主反映的问题之后，目前
物业部门正在进行维修中。公司有
售后服务部门，业主发现问题后可
以联系售后服务部门进行维修。针
对业主反映的移门问题公司有外

过多种途径联系大华集团， 截至
发稿，尚未得到相关回应。
中原地产上海分析师卢文曦
告诉记者，一个项目的完成要符合
客观自然规律，
“
如果一个 15 天的

国专业人员进行跟进维修。
除了中鹰黑森林项目， 大华
在沪项目大华斐勒公园日前也有
不少业主进行维权， 甚至有业主
无奈地表示“斐勒公园， 公园废
了”等字样。

项目被要求 7 天就完成，那么肯定
是有质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
去提升工艺水准和管理能力。但目
前来看， 这两项提升到一定程度
后，是有一定的瓶颈的，没有办法
再去突破， 开发商为了达到目的，

据业主提供的情况说明，在
楼盘建设周期中， 业主陆续发现

就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样势
必会造成质量上的问题。 ”

大华斐勒公园楼盘存在虚假宣

（实习生付魁对本文亦有贡献）

丹寨万达小镇带动地方全域发展 打造旅游精准扶贫样本
文 / 夏雪

27 个景区和旅游村寨游客量持续

油店主李学高说。

“以前在广东觉得大城市哪里
都好，现在觉得丹寨很好，在丹寨

增加，旅游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贫困户莫魁 2016 年首次获得
4448 元万达产业扶贫基金后，他用

吴明超过去一直在外打工，
2014 年返乡搞蔬菜种植，但销路一
直不好，成本难以收回。2017 年，丹

1248 元作为家庭开支和饲养资金，
剩余 3200 元用于发展生猪养殖，购
买 8 头仔猪饲养，通过精心饲养，规
模发展到存栏 14 头， 年底纯收入

寨万达小镇开业后，吴明超的蔬菜
种植除了送到锦华酒店外，还会送
到农贸市场。
蔬菜种植生意好转，吴明超在

12000 元，养猪给莫魁带来了希望。
和莫魁一样，贫困户陈绍祥在

广东打工的妻子、儿子都回家帮忙
了，妻子王登兰说“现在生活好多

获得扶贫基金分红后，也选择了养
猪。 相比以前种茶一年 8000 多元

了，在家门口也可以赚钱，家里还
有老母亲需要照顾，再也不去广东

的收入，现在陈绍祥家里一年能有

打工了。 ”
物质上的逐步富裕，与外界接
触的日益频繁，让丹寨人对自己家
乡渐渐有了文化自信，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愿意参与到学习卡拉鸟笼、
苗族蜡染、石桥古法造纸等非遗项
目中来。
高中生潘洪治被问及对未来
的规划时，他说“将来去大学学旅
游，学成后要回来把家乡的旅游事
业发展得更好，让更多人知道古法
造纸。 ”
万达集团为丹寨带来新鲜“血
液”的同时，也在努力向外界推广

万达小镇也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
的人或事。 ”19 岁的赵海英说，她
在一家草木香蜡染店打工。 丹寨万
达小镇为丹寨人提供了“家门口上
班”的机会。
开业一年，丹寨万达小镇吸引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550 万人次，
相当于 2016 年丹寨全县游客数量
的 6 倍， 旅游综合收入是 2016 年
的 4.4 倍， 直接带动全县 1.6 万人
实现增收……靓丽的扶贫数据背
后， 是万达集团累计捐资 21 亿元
在丹寨县推动的包县扶贫新模式。
摘掉“贫困帽”是丹寨县政府
2018 年的工作目标，万达集团在丹
寨县力推的旅游产业扶贫模式对带
动当地全面脱贫的作用如何体现？
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否有参考价
值？ 8 月 1 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万达丹寨旅游扶贫模式和效果评
价报告》
（以下简称
“
《报告》”），用大
量数据和案例做了解答。

合，职业教育、旅游产业、扶贫基金
并举的创新模式， 实现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达集团丹
寨包县扶贫累计捐资 21 亿元。 其
中，3 亿元投入长期项目贵州万达
职业技术学院建设， 针对性地开设
文化旅游等专业， 开展贫困户技能
培训，在万达小镇设立实习基地，提
升丹寨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能力。
作为中期支撑项目，丹寨万达
小镇建设先后投入 13 亿元， 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综合性商业、旅游目
的地。

晋网红小镇。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次发布的
《报告》显示，丹寨万达小镇自 2017
年 7 月 3 日开业， 至今累计接待游
客数量达到 550 万人次，是 2016 年
丹寨全县游客数量的 600%；丹寨县
旅游综合收入达 24.3 亿元，是 2016
年全县旅游综合收入的 443%；直接
带动全县 1.6 万人实现增收。
大量涌入万达小镇的外来客
流，为当地人提供了“家门口做生
意”
“
家门口”上班的机会。 40 岁的
杨春燕身患重病， 两个孩子在读
书，家里有两亩多地，老公平时打

时间回溯，2014 年 12 月 1 日，
万达集团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号召， 与丹寨县签署扶贫协议，开
创全国“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社会
扶贫新模式。 启动包县扶贫之初，
万达集团就将目标定为帮助丹寨
整县脱贫致富，为丹寨县创造长期
稳定的收入来源。
丹寨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山
青水秀、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先天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比较优
势； 且旅游产业具有强大的市场优

5 亿元设立专项扶贫产业基
金，每年发放 5000 万元，重点帮助
无法通过产业脱贫的特殊困难人
群，同时覆盖丹寨全部建档立卡贫

零工只有一点微薄的收入，家庭经
济负担很重。
杨春燕平时帮蜡染合作社画
蜡画，丹寨万达小镇开业后，凭借

土特产品等。
“云上苗家” 餐厅是当地一家
特色餐饮店，它与 2 个贫困村的合
作社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日均订

困户，以确保丹寨县全部贫困人口
收入超过国家贫困线。
据万达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上述万达集团在丹寨包县扶贫的
三个项目均为纯公益性质。“过去
有报道万达在丹寨投资 21 亿元，
我强调一下投资其实不准确，21 亿
元完全是捐资给丹寨，现在丹寨小

丹寨万达小镇带来的客流和宣传
效应，蜡染越来越有市场了。 杨春
燕帮蜡染合作社画蜡画，农忙时一
月能有 2000 多元， 农闲时可以有
4000 多元收入。丹寨万达小镇开业
后，杨春燕开了家庭旅馆，专门接
待体验蜡染的游客，一年也能有五
六千元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增加了

购斗鸡 60 公斤，覆盖全村 73 个贫
困户，户均增收 3150 元。
“
云上苗家”只是一个缩影。 丹
寨万达小镇共有 136 家地方特色
餐饮店， 与全县 81 个村级种养殖
产业合作社签订了农产品直供协
议， 直接带动 7665 名贫困人口通
过参与产业发展实现增收，户均增

势、强劲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带动作
用，不仅直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而
且能带动全县经济转型升级。

镇从产权归属上是属于丹寨县政
府的， 我们是帮助当地政府在运

3 万 ~4 万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戴斌认为，丹

收 2635 元。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丹寨万达

营。 ”该负责人说。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随着“游
丹寨就是扶贫”这句脍炙人口的广
告词开始在央视各大频道播出，丹
寨万达小镇也成了黔东南州的新

寨万达小镇为丹寨创造了一个具
有强大内生动力、 能产生持续收
益、带动众多行业发展、推动丹寨
面貌深刻变化的旅游 IP，在全国树
立了旅游精准扶贫的新模式、新标

小镇开业一年， 带动丹寨种植业、
养殖业、手工业、住宿业等 20 个行
业发展。 大量外地游客通过丹寨万
达小镇引流到全县各个旅游景点，
卡拉村、泉山村、甲脚村、石桥村等

旅游 IP“造血”扶贫

万达集团经过多次深入调研
后， 摒弃了最初计划通过农业、工
业等帮助丹寨脱贫的想法，确定将
旅游产业作为核心，形成长中短结

杆， 为中国企业参与旅游扶贫、投
入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了优
秀案例。

旅游撬动全域发展
丹寨县人多地少，全县人均耕
地 0.64 亩， 单纯依靠种田很难满
足家庭生存需要。
根据《报告》，丹寨万达小镇不
仅创造了 1870 个直接就业岗位，
而且每一个商铺都带动一批合作
社和贫困户。 万达小镇 339 个商铺
中有 210 家商铺直接带动贫困户，
产品涉及手工艺、美食、苗侗医药、

4 万 ~5 万元的收入。“以后有钱了
想出去旅游，看看首都北京，万里
长城。 ”经济状况改善后，陈绍祥萌
生了去旅游的想法。
一个月前，丹寨万达小镇举行
了二期项目启动仪式，国家相关部
门领导在致辞中说，希望在二期规
划建设中， 进一步增强小镇吸引
力，推动丹寨旅游业发展，带动更
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
数据在不断刷新，最开始丹寨
万达小镇是 6 亿元， 再到 7 亿元、8
亿元， 今天我公布的数字是 13 亿
元， 因为丹寨万达小镇在建设过程
中，从无到有需要不断去完善。 ”万
达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万达集
团决定再次捐赠 5 亿元， 用于温泉
酒店建设，“因为丹寨冬天 11 月到
来年 3 月份天气较冷，进入淡季，游
客减少， 因此决定再在二期项目中
增加一些具有特色的冬季项目。 ”

树立丹寨文化自信
丹寨万达小镇就像一条“鲶
鱼”，搅动了丹寨各个产业的活力，
在丹寨万达小镇旅游业的带动下，
丹寨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都获

丹寨。 刚刚 18 岁的王邦健在丹寨
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上学，2018 年俄
罗斯世界杯期间，他作为万达集团
选拔的 6 名中国护旗手之一出现
在大银幕上，兴奋溢于言表。
“一想到自己能从这么偏僻的
小村庄走到外面去看看， 就很激
动、很骄傲，虽然参加过各种各样
的比赛，也获得了很多奖，但就数
这一次最开心。 ”王邦建对着镜头
说道。
丹寨万达小镇在全国塑造了丹

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也为丹寨人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前很多县城里的人找不到
工作，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去丹寨万

寨县的品牌，提升了丹寨县的文化，
增进丹寨与外界的交流， 让丹寨百
姓感到自豪、自信。据研究机构问卷
调查， 绝大多数参与调查者都积极
评价万达丹寨扶贫项目对丹寨经济
社会文化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革新

达小镇找工作，也可以在县城里的
很多行业找到工作， 万达带动了
当地很多行业的发展。 ”丹寨县粮

的促进作用，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
丹寨脱贫致富充满信心， 这为丹寨
脱贫致富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