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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熙悦观湖等多数项目销售维艰
销售去化缓慢

北京限竞房贴身肉搏
本报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其实限竞房一直都卖得不是多好，
只不过有的项目最早入
市，
当时还没有什么竞品，
不管快慢现在总算是卖完了，
但是
后续推出的项目就难说了。
”

最高销售价格的项目陆续入市，供

但业内人士表示，
这些价格相对低

到，尽管大部分开发企业表示中长

自 2016 年“9·30”新政以来，北

应住宅套数超过 30000 套，
在为刚需
群体提供了更多选择并抑制房价快

于纯商品住房的项目，
由于利润空间被
压缩，
许多项目多处于亏损状态。而

期看好北京市场，但是会慎重选择
限竞房地块，目前限竞房项目多由

京市场近三年出让了大量限竞房地

速上涨的同时，扎推入市的限竞房

在销售过程中，
多数项目去化缓慢。

央企、国企开发，
企业一般选择合作

块。去年 6 月份开始，
这些被限定了

项目也在上演贴身肉搏。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

尽管调控政策已对近几年

于位置在丰台和房山的结合部，

北京地区房价的非理性上涨进

基础设施和硬件资源有限，
后期

行了较大限度的遏制，
大量入市

去化将面临较大困难。区域内

的限竞房项目为刚需人群提供

目前在推的项目包括万科翡翠

了更多选择，但从成交情况来

西湖、龙湖熙湖悦著、首开熙悦

看，项目去化却较为艰难。
以大兴区热盘禧瑞天著为例，

观湖、金地大湖风华等，但销售
去化较为缓慢。

拿地开发以抵御后期风险。

贴身肉搏
在过去3年北京出让了99宗商品房住宅地块，
其中限竞房地块94宗，
合计2019年入市的限竞房有望超过6万套。
该项目楼盘分别于2018年9月3日

以万科翡翠西湖为例，
项目

“我们五一期间推出特惠活动，

下来每平方米只有 45400 元左右，
您

和12月27日拿到预售证，
截至目

分批获取预售证，去年 10 月 1 日

普宅总价 386 万元一套，
（非普宅）
特价房 392 万元一套，位置为 10 层

若有意向的话就尽快入手吧”
。
实际上，像颐 万和这样的限

前，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拿到预售证的第一批房源，
从目

以上，送精装修。85 平方米全南两

竞房项目已成为目前北京商品房市

官网显示已签约套数为244套，
仅
占总套数的 16.72%；
已签约面积

前已签约面积来看，去化率为
31.56%；
第二批拿到预售证时间为

居，带精装修，送新风系统，总共 30
多套。
”

场上的主流。所谓限竞房，即在限
定商品房最高销售价格的基础上，

22839.13平方米，
仅占准许销售面

去年 12 月 1 日，目前去化率为

积的10.8%。

2.17%；
第三批拿到预售证时间为今

万和

竞争土地价格。同时，一些土地在

“其实限竞房一直都卖得不

的售楼处里，置业顾问热情地向记
者介绍着项目。据其解释，五一期

出让时规定了“70/90”政策，即建筑
面积 90 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所占

是多好，
只不过有的项目最早入
市，当时还没有什么竞品，不管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
统计，
截至 5 月 7 日，
北京从 2018

间公司给出的优惠活动主要包括

比重需达到 70%以上。

快慢现在总算是卖完了，
但是后

年 6 月 10 日开始 ，合计入市限

386 万元一套的普宅和 392 万元一
套的非普宅，这两种特价房面积和

2016 年“9·30”新政明确，要在
严控地价的同时，对项目未来房价

续推出的项目就难说了。”链家

竞房项目达到了 49 个，合计 73

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期，供应住宅套数达到了 33427

户型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普宅是在
低层，非普宅是在 10 层以上。这个

进行预测，试点采取限定销售价格
并将其作为土地招拍挂条件的措

业内一位参与操盘限竞房

套，而网签数据合计只有 9438

项目的营销总监告诉记者，
“因

套。平均网签均价为 49075 元

项目原本是毛坯交房，现在搞特惠

施，有效控制房价快速上涨。自当

为现在市场供应量较大，
大家都

每 平 方 米 ，网 签 面 积 98.9 万平

活动的房子带精装修。
“因为五环到
六环之间普宅每套是不能超过 374

年 11 月，北京首宗“限房价、竞地
价”地块——海淀永丰 20 号地块被

是同质化的，
基本上你想卖得快

方米，
按照面积计算网签完成率

就要在产品上有独特的优势，
再

只有 25.2%。

万元的，所以多出来 12 万元会算进

首创、天恒、中粮联合体以 57.6 亿元

有就是价格策略上要有一些让

精装修里，签订购房合同时按照普

获得以来，北京近三年的土地供应

宅的标准 374 万元去签，392 万元的

主流即为限竞房地块。

步，
或者设置一些梯度。
”
这位营销总监同时也表示，

五一期间，在大兴区颐

五一期间前来中海云熙看房的购房者。

吴静/ 摄影

年2月3日，
目前去化率为1.96%。

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介绍，
目前北京入市的限竞
房项目已经普遍性降价 10%左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在

地铁，位于大兴亦庄线次渠南站的

期间看房均安排有抽奖活动，奖品

“限竞房肯定不会出现像前些年

右，即使这样，除极个别项目外

据了解，
该项目由远洋地产和金

过去 3 年北京出让了 99 宗商品房住

市场依然萧条。大量的 70/90 同

宅地块，其中限竞房地块 94 宗，合

多为冰箱、电子炉等家电产品。中
海云熙和大兴金茂悦的售楼处甚至

一开盘就抢房之类的现象，
因为

融街控股于去年联合拿地，
位于南五

禧 瑞 天 著 ，受 益 于 亦 庄 区 域 世 界
500 强企业的不断进驻，尤其是像

环到南六环之间，
地铁 4 号线义和庄

计规划的商品房建筑面积达到了

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的扎根，受到不

只有一街之隔，
双方在户型、周边交

供应量就摆在眼前，
但完全滞销、
卖不动也不至于，
粮食不够时肯

质户型，导致限竞房很难去库
存。在所有供应的限竞房户型

站北 800 米。宗地面积 22717.92 平

860 万平方米，目前入市的有约 300

少年轻购房者的青睐。项目由首创

通和环境配套方面不相上下，大兴

定是有人吃得饱一点，
有人吃得

中，
90 平方米以内套数占比高达

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94924.38 平方

万平方米，
而从等待入市的土地看，

置业、远洋地产联合开发，
项目总共

金茂悦为精装修交房，
价格稍贵，
每

少一点，
肯定是产品好、位置好、

68.6%；在成交结构中 90 平方米

米，
拿地价格约为20.65亿元。
据置业顾问介绍，项目规划建

合计 2019 年入市的限竞房有望超
过 6 万套。其中，大兴区库存套数

15 栋楼，1459 套，体量相对较大，目

平 方 米 均 价 在 40000~41000 元 之

品牌更知名的项目卖得更好。
”

以内户型占比高达 74.9%。在过

前已全部开盘，均价约为 52695 元/

间。中海云熙目前两居室均价在每

“对于刚需群体来讲，
在北京

去一年，
北京楼市库存增加到了

设三栋高层，共计 411 套，户型包括

最高，占比达到近 3 成，仅东城、西

平方米。

平方米 33000~38000 元之间。双方

80、
85 平方米的两居，
85 平方米的三
居，和 133、135 平方米的四居，预计
最早 2020 年 9 月毛坯交房。

城、通州三区没有限竞房项目。
大量限竞房项目入市，对购房
者来说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选择，

另外，与禧瑞天著同属于亦庄

目前都打出送面积的优惠，赠送面

市场即便是性价比较高的限竞
房，
首付一般也要百万起，
考虑到

最近 4 年最多的 5.66 万套，相比
2018 年初上涨了 2 万套以上，上

板块的普通住宅项目万和斐丽和别
墅项目海晏春秋，是远洋、世茂、首

积在 2 至 4 平方米左右。
甚至连纯商品房项目都在参与

首付和以后还贷压力，
刚需群体

涨幅度高达 57%。

而对企业来讲则意味着更加激烈的

创三家联合开发的限竞房项目，由

竞争，比如与禧瑞天著售楼处一街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因为限竞房

价的因素存在，
靠土地升值来获

万元，销售限价是每平方米不能超

竞争。仅在大兴区，颐

万和就存

于位置更加靠近南海子公园，居住

之隔的经开汀塘，目前仍有部分房

过 57800 元。现在的均价是每平方

在多个竞品，比如与其紧邻的金悦

绿化面积更高，且均价与禧瑞天著

源未售完，均价与禧瑞天著基本持

的最高售价被限定，
企业利润空
间有限，
这就导致很多企业短期

得增值收益的模式已不再可行，
快速卖的话又亏损，
所以很多企

米 55016 元。
”
置业顾问介绍称，
该项
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开盘，
“现在已经

府，由金融街、远洋地产、保利地产
和首开联合开发，位置更加靠近地

相差较小，受到刚需改善型住户的
欢迎。

平。
“限竞房在签订购房合同之后一
两年才拿到房本，五年之内不允许

内不愿意推盘入市。
”
同策研究院

业不愿意现在去卖。我看到过

总监张宏伟告诉记者。

一个北京市场限竞房项目的名

卖了一半多，
还剩一百多套”
。

铁站，
均价与其不相上下，
规划共计

除此之外，受益于首都第二国

买卖，也就是说从你签订购房合同

另外，
后续入市的多数项目

单，包括几十个项目，大部分是
亏损的。所以很多企业可能是
在考虑后期看能不能在价格上
有所突破，
搏一下市场预期。
”

那种就是按照非普宅正常卖。
”

“我们拿地价格约为每平方米 4

中很多人的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498 套房源，包括 3 栋洋房，4 栋高层

际机场在大兴区的落地（即将在今

之后的至少六七年内，房子是不能

置业顾问表示五一期间的优惠仍然

和 4 栋叠拼，总价每套 380 万元起，

年 9 月 30 日投入运营），
“新航城”板

转手的，纯商品房则没有这样的限

存在，
“之前我们日常的成交均价都
在每平方米 52000 元左右，
现在核算

购房者可选空间更多。
在交通便利程度上，同样邻近

块的中海云熙、中海云筑、大兴金茂

制。
”中介机构链家的工作人员告诉

位于交通不便的郊区，
这就更加
剧了项目去化难度。比如，
青龙
湖区域由于前两年巨量土地供

悦等项目进入贴身肉搏状态，五一

记者。

应，目前库存近 90 万平方米，由

而当记者五一过后再去询问时，

张宏伟告诉记者，
“ 因为限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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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三驾马车”聚焦双主业

“昔日股神”雅戈尔进退棋局
本报实习记者 葛晓璇 记者 石英婧

回归主业
上海报道

资 产 市 值 急 速 增 长 ，一 度 超 过

目标，雅戈尔拟对发展战略作出

月末，雅戈尔投资项目共计 39 个，

近日，雅戈尔发布了 2018 年年

波，以服装业务起家，经过多年发

雅戈尔 1979 年成立于浙江宁

200 亿元。

调整。

投资成本 304.55 亿元，期末账面

第一次强调回归服装主业。2012

报及战略调整公告。雅戈尔战略

展，逐渐成为男装行业的龙头企
业。2007 年，
雅戈尔提出了发展房

此后，雅戈尔见证了资本市
场的高速发展，也随之经历了投

根据雅戈尔战略调整公告，
雅戈尔拟对财务性股权投资的存

值达到 320.20 亿元。其中，财务
性股权投资 38 个，战略性投资项

年 7 月，雅戈尔实控人李如成公开
表示，公司将重新回归到服装的

将逐步剥离金融资产业务，聚焦服
装 主 业 。 经 此 调 整 ，雅 戈 尔 房 地
产、投资和服装“三驾马车”将调整

地产、
投资和服装
“三驾马车”
多元

资收益的起伏波动，由此给投资

量项目，除履行原有投资承诺外，

目仅有 1 个，即宁波银行的项目。

主业上来，并严格控制房地产投

发展战略。后来，
雅戈尔的投资业

者带来了估值判断的复杂化和

根据不同的投资特点，采取二级

宁波银行期末账面值 125 亿元，作

入，调整投资规模，集中资源向品

务做得风生水起，
投资利润不仅一

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基于资

市 场 减 持 、协 议 转 让 、期 满 后 退

为雅戈尔长期持有的战略性投资

牌服装投入。2016 年，李如成更

为服装和地产业务。
2018 年年报显示，2018 年雅戈

度超过服装和地产，
还因其惊人财
技 与 投 资 战 略 被 外 界 称 为“ 股

本市场的价值体系，多元化经营
的公司通常被给予较低的估值。

出、上市后退出等不同的策略，择
机进行处置。

项目，被排除在处置之外。因此，
此次战略调整后，雅戈尔至少需

是高调宣布“要用五年时间再造
一个雅戈尔”，而其服装板块随后

尔服装、地产和投资净利润分别为

神”。2005 年，雅戈尔持有的金融

因此，为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

记 者 注 意 到 ，截 至 2019 年 3

要剥离将近 200 亿元的金融资产。

也有所回暖。

8.30 亿元、10.49 亿元和 17.98 亿元，
其投资业务净利润远超服装和地

加码房地产业务
产并购业务。

向养生、养老、健康小镇等新兴关

调整引发了广泛关注，
“昔日股神”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雅戈尔

产。雅戈尔为何要放弃赚钱的投

2018年年报显示，
2018年雅戈

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对记

后，
雅戈尔踏上地产高速扩张的道

资业务，转而聚焦服装业务，外界

尔实现营收 96.35 亿元，同比下降

者分析称，
宁波是一个普通的二线

路，在长三角各地频频高价拿地

对此纷纷表示疑惑。雅戈尔公告
中给出的理由是，基于资本市场的

2.07%；
净利润36.77亿元，
同比增长
11 倍。地产业务方面，
雅戈尔在宁

城市，
市场空间发展肯定没有杭州、
苏州那么大，
但是原则上也还可以

并，
屡屡成为当地的
“地王”
。数据
显示，2014 年至 2016 年，其房地产

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5.78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3.31%。其中时尚

资 17 亿元筹建三级甲等标准的大
型综合智能医院，
打造医养结合的

价值体系，多元化经营的公司通常

波、
舟山以及苏州等地展开布局，
拥

布局，
能够贡献市场销售，
整个现状

业务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6.99 亿

服装板块完成营业收入16.46亿元，

健康小镇。公司还成立雅戈尔康

被给予较低的估值。
雅戈尔公共关系部负责人对《中

有新开工项目 4 个，新开工面积

还可以。如果再从苏州去做一个优

元、94.83 亿元、98.82 亿元，分别占

较上年同期增长 20.80%；
地产板块

旅控股有限公司，
整合现有的动物

48.04 万平方米；
竣工项目 3 个，
竣

化配置，
可能会更好，
苏州市场空间

雅戈尔整体营收比重的 72.14%、

完成营业收入 9.32 亿元，
较上年同

园、酒店、景区、餐饮、养生项目等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雅戈尔未来对

工面积 30.06 万平方米；期末在建

可能要比宁波更大，
未来的潜力也

69.14%、
69.81%。

期增长192.05%；
投资业务实现净利

资产，
探索下一步发展方向。

于服装主业还是非常看好的。此外，

项目 11 个，
在建面积 110.48 万平

更大。舟山供应量比较大，
还存在

对方还表示，
“雅戈尔不会退出房地

方米。

一些去库存压力，
把业务量放在舟

拿下位于宁波、舟山的三幅地块。

山，
其实不是太合适。

2017 年，雅戈尔以近 40 亿元

雅戈尔2019年一季报显示，
公

联产业转型。同时，
雅戈尔计划投

润 2.63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张宏伟对记者表示，
从中长期

41.77%，
地产营收远超服装和投资。

角 度 来 讲 ，企 业 一 方 面 通 过 地

产业务，
主要还是看机会，
因为总体

对于房地产业务，
雅戈尔公共

2017 年 7 月，雅戈尔宣布拟与全资

目前看来，
雅戈尔放弃财务性

产+×产业的布局来去做一些转

上房地产的机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关系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雅戈尔

张宏伟对记者表示，
公司要再

子公司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的同时，
开始逐步加码房

型，
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拿

了。对于房地产业务，
如果有机会公
司肯定会拿地，
没机会可以观察。
”

房地产业务以宁波本地为主，
其他

进一步做大的话，
聚焦在苏州和宁

共同出资 20 亿元，设立上海雅戈

地产业务。进入 2019 年以来，
雅戈

更多的地，
做更多的房地产开发，
尤

地方也看看机会。雅戈尔目前也

波两个城市，
可能会更好一点。如

尔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通过收购兼

尔也多次斥资拿地。2 月份，雅戈

其是住宅开发及销售，
以此来提升

实际上，雅戈尔放弃财务性股

是从稳健出发，
有好的机会或好的

果只是聚焦在宁波，
整个市场的发

并等方式搜寻优质项目和地块。

尔耗资 3.9 亿元购得慈溪 3 地块。3

公司的业绩规模。短期内来看，
做

权投资的同时，也开始逐步拓展房

地块，
公司可能还是会去拿地。雅

展空间和潜力可能还缺乏一定的

2017 年 11 月，雅戈尔出资 9.99 亿

月份，
雅戈尔又以4.5亿元的价格竞

相关的业务转型，
可能更多的还是

地产业务。进入 2019 年以来，雅戈

戈尔不会退出房地产业务，
主要还

市场空间支撑。

元，
与泓懿资本合作设立泓懿股权

得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2地块。

要快速获得现金流。但是从短期内

尔也多次斥资拿地，并计划向新兴
关联产业转型。

是看机会，
因为总体上房地产的机
会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事实上，早在 1992 年，雅戈尔

投资，
用于投资包括金融服务业在

此外，去年年报显示，雅戈尔

便开始涉足房地产领域。2004 年

内的战略性投资新产业，
以及房地

在稳步推进开发业务的同时，
也在

来看，
不论是养老健康还是文旅，
还
都很难运营得那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