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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
楼市下行成催化剂？

限价倒逼成本管控
武汉多开发商精装房进退两难

出台精装修标准只是限制、
指导开发商不能超过限价，
并不是给
开发商定出了装修的价格。

有项目全额退还精装修款
本报记者 张家振 武汉报道

近期的武汉楼市颇不平静，
“限价”之下的精装房让开发商进
退两难。

11 月以来，
武汉楼市大大小小的维

责商品房项目的销售监管工作，
对于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问题，具
体由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

场降温是催化剂，
这也和前期市场
混乱有关。从目前的案例来看，
购

掀起了精装修维权的风潮。

下 简 称“ 武 汉 市 城 建 委 ”
）负 责 。

房者对于
“双合同”
盛行、价外价现

随着市场下行，
武汉精装房质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武

量纠纷也正逐步显现出来。根据

汉市房管局”
）一位不愿具名的负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荆楚网

责人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显示，
仅今年

访时表示，依据职能职责我局负

而武汉市城建委负责人则告诉记
者，目前正在起草住宅全装修管
理办法（规定），走完相关审批程
序后或将于近期出台。
在武汉楼市研究专家李国政看

的价格。
”
上述负责人表示。
李国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销售”
“垃圾装修”
“霸王条款”
“双

示，
近期武汉楼市精装房质量纠纷

合同”等高频关键词中也不难看

频发，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

出，业主维权的原因多来自不平

是前期部分购买精装房的业主，
当

等的购房合同和相关条款。
记者获得的武汉市建筑工程

年甚至交了茶水费才抢到房子，
将
就买的，但最近一年房价保持稳

质量监督站向各区质监机构、
市站

定，部分区域新盘多，同等价格可

各质量监督科下发的内部文件显

选更好的朝向或户型，
而且毛坯房

示，
对全市
“全装修维权”
涉及的开

源多了，
让很多之前
“匆忙上车”
的

发项目进行重点摸排，
将室内装饰

人心里不舒服；
二是最近两年因为

装修工程纳入质量监管，
明确工程

限价倒逼开发商成本管控，
很多项

质量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以及涉及

目装修确实有瑕疵，
甚至毛坯房质

和规范要求。

量都有问题；
而红星天珀公开承诺

来，
精装修房质量纠纷频发背后，
市

权事件就此起彼伏，
接踵而至。11
月以来，
武汉范围内有近 20 个楼盘

对于相关问题，武汉市住房

据 荆 楚 网 报 道 ，从“ 付 费 标
准”
“豆腐渣工程”
“质量差”
“捆绑

象、装修质价不符合质量瑕疵等的
诉求不尽相同。另外，
市场上针对
装修房消费缺乏明确的监管细则，
买卖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存在利益
的直接冲突，
很难达成一致。
被纳入重点摸排的项目共计

“惊装修”之困
根据荆楚网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显示，
初步整理网上的维权信息不难发现，
海伦小镇、
红星天铂等楼盘已然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多项
目陷入
“惊装修”
之困。

退还精装修款改为毛坯销售，
相当

17 个，
包括当代万国城、
新城 棠、

于火上浇油，
让其他业主看到了精

保利香颂、华发未来荟、恒大翡翠
华庭、
美好长江首玺、
保利新武昌、

装改毛坯的希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市场上存

爆料信息所占比例高达 40.7%，远

恒大嘉园、
恒大帝景、
中南拂晓城、

在毛坯、
装修
‘双合同’
，
按照毛坯备

保利新武昌项目记者看到，
工作人

高于排名第二的红星天珀（17.2%）

员正在拆除项目营销中心，
该项目
已全部清盘。但随着项目进入室

和当代满庭春 MOMΛ
（12.4%）。
据多位业主反映称，
今年五六

新力泊帝湾、绿地美湖、三和剑桥
城、
武汉中海尚城、
朗诗里程、
汉南

案价标准出台装修指导价，
开发商和
业主签订的装修合同白纸黑字写着

绿地城和海伦小镇。

2000元/平方米甚至5000元/平方米

内装饰施工阶段，
装修质量也引起
了业主的极大关注。

月在海伦小镇项目购买精装修房，
但彼时并未开房样板间，
也没有提

武汉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的装修价格，
企业和买房人对于装修

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质量监

限价理解有偏差，
企业会当做溢价手

供装修明细。在 10 月才开放的样

管工作具体由项目所在各区质监

段。
”
李国政表示，
而买房人看到装修

房价洼地，
单价较低很难抢到而被
冠以“白沙洲神盘”
“ 刚需陪跑盘”

板间中，
业主发现装修用材和质量
与预期 2000 元/平方米的装修标

站负责，涉及到具体项目的摸排

过程和装修用材及装修效果时，
很容

等多个称号。在项目营销中心门
口，
一封盖有当地派出所公章的公

准存在较大差距，
并在协商无果的
情况下展开维权引发冲突，
业主提

情况目前尚未掌握。
“购房者也要有契约精神，
买卖

易形成质价不符的心理预期。
“去年就预言 2019 年武汉楼

双方签署了装修合同，
如果购房者

市会出现大面积消费纠纷，现在

开信揭示出项目正面临着业主对

出退还装修款的诉求。

对装修合同、
价格和质量有异议，
或

提 前 了 半 年 爆 发 。”在 李 国 政 看

者开发商未按照全装修合同（协议）

来，
市场降温是一个催化剂。

在位于武汉市白沙洲板块的

保利新武昌因地处武汉楼市

开发商为去库存将后期销售的房屋改为毛坯房，并相应降低了房屋售价，引发老业主不满。
张家振/摄影

于房屋装修质量的质疑。在这封
《致保利新武昌小区业主的一封

据了解，2012 年，海伦堡地产
正式布局武汉，先后拿下青山、江

其他诉求，公司高度重视，将严格

信》中，
当地公安部门表示，
近期辖

夏、汉阳、经开等多幅地块，
开发有

遵守双方签订的合约。

区内部分新建小区业主因房屋精
装修的质量、价格等问题，多次到

海伦春天、海伦小镇、海伦广场、海
伦国际和海伦堡千鹭湾等多个项

而红星天铂业主维权成功，
开

售楼部及相关部门聚集维权，
并要

目。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
记者联

求业主合理表达诉求。

约定的标准交付、
构成违约的，
买受

事实上，
武汉楼市和全国部分

11.94 亿元、楼面价 2995 元/平方米

人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开发企业
承担违约责任。
”
武汉市房管局上述

城市类似，
正处在供应持续增长而
销售逐渐走低的矛盾之中。武汉市

发商承诺退还装修费用无疑为其

竞得P（2017）147号地块。记者获得

负责人表示无法协商一致的，
购房

房管局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他项目业主提供了“不良示范”。

的资料显示，
红星天珀项目位于新洲

者可以按合同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

1~10 月，
全市新建商品房批准预售

华中的首秀。
2017年12月，
红星地产以总价

系上海伦堡地产武汉城市公司一

据了解，11 月 7 日，开发商为

区柴泊大道路南侧，
共分三期建设。

仲裁或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197245套，
批准预售面积2267.33万

“业主们对于小区精装修房的

位品牌负责人并发送了具体的采

去库存将后期销售的房屋改为毛

今年8月11日，
红星天珀以全屋精装

质量及第三方监理等诉求，
应当选

访问题，公司方面回复称，自项目

坯房，
并相应降低了房屋售价而引

首开，
并交出了 7 亿元的销售业绩。

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据了解，为了避免彼时市场

平方米，
同比增长13.12%；
新建商品
房销售163052套，
销售面积1695.37

出 5 名代表与开发商协商达成共

销售以来，
公司一直按照政府监管

发老业主强烈不满。最终，
业主与

项目开盘毛坯均价7700元/平方米，

横行的“茶水费”等乱象，2017 年 5

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 19.04%。库存

识；
协商不成的可到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的相关规定在售楼部及样板

项目开发商武汉星凯房地产开发

另捆绑精装修2000元/平方米。

月，武汉市房管局在全国率先出

方面，
截至今年10月末，
武汉全市已

部门信访反映或者聘请律师提起诉

间对购房合同、装修合同以及项目

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原一二期购买

不过好景不长，
随着片区楼市

台规定，对全装修房装修及销售

批准预售尚未网签的商品住房

讼等方式解决。
”
上述公开信提醒。
保利新武昌因精装修质量问

交付标准进行详细公示，
相关材料

129021套，
面积1348.76万平方米。
据了解，针对精装房质量纠

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对于政府监

降温，
项目周边的竞品绿城桃李春
风等选择毛坯开盘，11 月 7 日红星
天珀也无奈选择了将后期销售的

进行进行规范。根据规定，武汉
精装修标准共分 5 档，根据毛坯备

题遭到业主质疑并引发纠纷并非

精装房的业主将退还装修费用，
改
成毛坯销售。
工商资料显示，
武汉星凯房地

案 价 格 不 同 精 装 修 标 准 从 2000

纷问题，武汉市房管局正会同武

个案。根据荆楚网大数据舆情监

管部门前期未明确要求予以公示
的部分品牌、型号，公司现也予以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上海红星美凯

房屋改为毛坯房销售。

元/平方米到 5000 元/平方米不等。

汉市城建委对全市装修商品住房

明确并于 11 月 8 日在项目售楼部

初衷和退还装修款的进度等问题，
武汉星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

项目开展销售和施工质量进行检
查，并要求开发企业严格按照要

进行了公示，
确保公示标准与实际

“红星地产”
）在武汉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
主要负责红星天珀项目的开

“出台精装修标准只是限制、
指导开发商不能超过限价，是防
止开发商将房价拉上去，这是从

求设置样板间及现场公示，12 月 1

浪尖，
多项目陷入
“惊装修”之困。

交付一致，
以合格产品交付给所有

发建设。该项目是红星地产进入

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未做

据荆楚网统计，
海伦小镇全网

购房业主。对于个别业主提出的

武汉开发的首个项目，
也是其布局

明确回应。

维护购房者权益的角度来履职
的，并不是给开发商定出了装修

日前明确用材品牌与型号，同时
对装修质量进行自查。

测系统显示，初步整理网上的维
权信息不难发现，海伦小镇、红星
天铂等楼盘已然处在舆论的风口

的品牌和型号在双方签署的《装修

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业绩吃老本负债率暴增至 1218%

对于精装修改毛坯房销售的

负债比高达 1218%
记者梳理招股书发现，报告期

716.8%、1218.0%，2018 年前 9 个月

家，
平均每年增加95家房企。

万创国际欲第三次冲击港股
本报记者 刘颂辉 上海报道

借助资本开道，
疏解融资难题，
今年以来，多家房企争相赴港上
市。总部位于安徽淮南的万创国际

期内”
），万创国际的业绩增长较

债率比较高的原因，主要由于基

为 缓 慢 ，营 收 分 别 为 4.24 亿 元 、

础总权益低，宣派股息 7500 万元

7.81 亿元、6.29 亿元、7.57 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 5424.8 万元、5127.5 万
元、8284.9 万元和 1.35 亿元。

为1个，
市场份额达到13%。而排名

令权益减少以及计息其他借款增
加所致。

37.9%、
17.8%、
25.5% 34.7%，
略高于同

增加所抵消。2017 年的负债比达

第一的安徽省金大地房屋开发有限

万创国际由 2003 年 12 月联华

时期的房地产龙头企业绿地和万科。
公开资料显示，万科上海区域

到 1218%是因为宣派股息 7500 万
元令权益减少以及计息其他借款

公司则销售两个项目，市场份额达
到 17.2% 。 2017 年 ，万 创 国 际 以

此前发布消息，2017 年，公司回款

增加所致。2018 年由于公司向独

9.4%的市场份额，
跌到了第三名。

1500 亿元的目标，其中，上海、杭

立第三方华融资产偿还其他借款

州、南京、宁波、苏州、合肥、徐州 7

3.6 亿元导致资产负债比有所下降。

严跃进分析指出，
根据万创国际的负

个城市公司销售超百亿元。
反观万创国际方面，营收还不
如龙头房企的一个城市公司，2015

第一太平戴维斯的统计报告显
示，以市场参与者及投资者总数计
算，安徽省的物业开发及销售市场

债比数据，
说明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
地产业务企业，
因此其他业务会带来
如此高的负债，
本身其和地产企业的

年~2017 年，公司流动资产净值分

为华中地区的主要市场之一。根据

可比性就会减少。类似企业要防范

别为 3.3 亿元、4.7 亿元、1.2 亿元，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安徽房地产企

资金方面的压力，
压力若不解决，
后

资 产 负 债 比 依 次 是 608.5% 、

业总数曾在近七年时间中，
增加671

续也会引起经营困难的状况。

组而来，事实上，泉山湖置业为万
创国际的主要营运、
间接全资附属

安徽省境内，总建筑面积为 73.37

公司。针对公司上市及项目开发

亿股，每股 0.01 港元，总股本 1 亿

万平方米。2015~2017 年，万创国

等问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多次致

港元。

际的资本负债比持续攀升，2017

电并致函上述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

年，
达到
“惊人”
的 1218%。
万创国际方面表示，资本负

示，相关信息暂时不方便对外透
露，
后期或将组织统一回复。

及 2018 年前 9 月（以下简称“报告

2016 年，
淮南五大房地产开发商，
万
创国际以售出总建筑面积 24.86 万
平方米的成绩排名第二，销售项目

现明显差距之外，公司目前仅拥
有三个住宅开发项目，全部位于

招股书显示，2015~2017 年以

万 创 国 际 方 面 解 释 称 ，2015
年~ 2016 年资产负债比上升的原因

至 2016 年产生纯利致使权益总额

公司（以下简称“泉山湖置业”
）重

港联合交易所递交的招股书显示，
公司拟在香港主板上市，发行 100

业中处于较高水平，其资本负债率
在三年内暴增至 1218%。

是计息其他借款增加，及部分被截

实业创立的安徽泉山湖置业有限

11 月 22 日，据万创国际向香

根据淮南市房产局的数据，

2015 年~2017 年及 2018 年前 9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业绩与

开启了其第三次征战港股之路。

的资产负债比为 418.9%。

个月，万创国际的毛利率分别为

同期递交上市申请的房企相比呈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创国际”
），
也

内，万创国际的毛利率在房地产行

经营业绩靠吃老本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曾两度上市折戟
万创国际由泉山湖置业重组

申请材料就自动失效，若企业继续

此外，Wang Investment Hold-

目前的上市房地产企业，项

亿元在淮南市山南新区收购项目

总销售额一栏中，数据单位却被

目主要聚焦一个区域或者偏居

土地。目前，公司已经取得该项

误写成了“百万平方米”。

一隅并非少见，规模较大的例如
主要布局上海区域的光明地产

目的相关土地使用权证，于今年 2
月 开 始 进 行 预 售 。 截 至 9 月 30

在淮南之外，今年 10 月，万创
国际将业务触手首次伸向临近淮

和聚焦江苏南京的弘阳地产，小

日，开发中可销售/可租赁总建筑

南的六安市，
以总代价约 3.36 亿元

的如总部位于合肥的文一地

面积中已预售建筑面积约为

竞得六安东部新城地块，
总土地面

产。但是，从万创国际的项目布

12.2715 万平方米，占开发中可销

积为 13.1 万平方米，楼面价 1166

局来看，在今年 10 月之前，其业
务未曾离开过大本营安徽省淮

售/可 租 赁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74.93%。万创国际表示，销售御

元/平方米，容积率 0.59%，并命名
为万创东方樾。据介绍，
该项目预

南市。

香山项目物业产生的收益将于

期于 2018 年 11 月取得相关土地使

2019 年及 2020 年确认。

用权证，将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开
工建设。

际的财务状况能满足主板上市要

实业二股东）及刘恩年（汪明来配偶）

权信托，全权受益人目前为汪磊以

据招股书显示，万创国际总
共拥有泉山湖项目、御香山项目

淮南位于安徽省中北部，距

而来，控股股东为汪氏家族——汪
明 来 、汪 季 明 、Wang Foundation

上市流程就必须重新递交材料。
黄立冲介绍，申请材料自动失效的

ing Limited，于 2016 年 1 月在英属
处 女 群 岛 注 册 成 立 ，由 ASIA

Trust、Wang Investment Holding 及
万创中国有限公司。

原因包括中介机构工作缓慢、审计
报表出具缓慢、申请期内企业未能

TRUST LIMITED（ 作 为 Wang
Foundation Trust 的受托人）及控股

及时回答问题、任何原因联交所没

股东全资拥有。万创中国为 Wang

2017 年 6 月 30 日和 2018 年 2 月 14

有及时批出、一些潜在障碍没有排

Investment Holding 的全资附属公

日，万创国际向港交所递交过申请
书，
但都已失效。

除和保荐人因换工作原因辞职等。
招股书披露，
泉山湖置业主要从

司，
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
其全部已
发行股本由 Wang Foundation Trust

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

事房地产开发，
由联华实业、
汪季明

的受托人持有。Wang Foundation

人黄立冲表示，表面来看，万创国

（联华实业实控人汪明来胞弟及联华

Trust 乃汪明来及汪季明成立的全

在第三次发起上市申请之前，

和万创东方樾等少数几个项目。

离省会城市合肥约 100 公里，距离

万 创国际介绍，公司的土地

泉山湖项目，又称联华金水城，自

江苏省南京市 250 公里。据新安

储备包括可供销售建筑面积为

求，但土储规模上属于一家非常小
的房企。单区域性房企由于受某

在2003年12月成立，
分别持有95%、
4%和1%的股权，
淮南市田家庵区泉

及汪明来及汪季明各自的配偶。
从股东资料可以发现，
万创国际

2010 年 开 始 开 发 的 综 合 住 宅 项

房产网数据显示，11 月 19 日~25

36109 平方米、可供租赁建筑面积

一区域的市场影响比较大，因此其

山湖水库附近的泉山湖项目即是其

成立之初即颇具家族色彩。万创国

目，主要包含高层住宅、联型排屋

日，淮南住宅成交 678 套，成交面

为 22355 平方米的未售出竣工物

上市前景主要取决于其业务区域

开发运营。而万创国际成立于2010

际表示，
公司的业务营运主要位于安

及独栋房屋等 12 个不同类别的楼

积 73513.45 平方米。而根据淮南

业；总规划建筑面积为 479738 平

的市场环境和情况，从风险管控的

年，
现年 41 岁的汪季明是汪明来的

徽省，
不会在香港有任何重大经营，

盘和 3 块空地。据第一太平戴维

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年，

方米的开发中物业；总规划建筑

角度来讲，越小的地方其供求逆转

胞弟，
为万创国际主席、
执行董事兼

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层团队成员留

斯报告显示，2015 年~2018 年前 9

商品房总投资为 193 亿元，售出物

面积为 195529 平方米的持作未来

越快，
因此未来前景容易不稳定。

行政总裁，
负责战略规划及公司决策，

驻及预期将继续留驻中国大陆。委

按照港交所的惯例，拟上市企

以及监督公司整体管理及营运。汪明

任通常居于香港的额外执行董事或

个月，泉山湖项目是淮南市最大

业总建筑面积分别为 330 万平方

规模的住宅项目。

米，
平均售价为 5304 元/平方米。

第二个住宅物业为御香山项
目，是万创国际以总代价约 6.82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注意到，
在招股书公布的 2017 年售出物业

开发物业。
据招股书披露，在 2019 年之

业在递交申请以后，有半年限期来

来之子，
29岁的汪磊为执行董事，
负责

调派执行董事至香港对本集团而言

前，万创国际在营收业绩层面仍

解答监管机构的问题。若在限期

业务的风险管理及行政，享有 Wang

并无益处或者不合适。因此将来不

需要依靠泉山湖项目来支撑。

内没能完成对港交所问题的回馈，

Investment Holding的全部股权。

会有两名居于香港的执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