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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

房价接连攀升后 西安多城改烂尾楼盘欲
“复活”
本报实习记者 尹蓉 记者 卢志坤
西安报道

应求，原本或因开发商资金链断
裂、或因项目手续问题等沉寂多

城改烂尾楼欲
“复活”
“依照现在西安市的房价，
将观澜天下小区规划内的7亩多地开发后，
完全可以将烂尾楼盘整体
‘盘活’
。
”

年的数个城改烂尾楼盘，又重获
被视为“城市伤疤”的城改

新生。
以往停摆或烂尾多年的城改

烂 尾 楼 项 目 ，曾 是 各 界 眼 中 的

西安当地地产人士在接受记

“烫手山芋”，但是随着房价不断
上涨，部分烂尾楼逐渐出现“复
活”迹象。

者采访时表示，西安烂尾城改项
目复活已经是一种趋势，
但是，
以

近日，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

盘等乱象衍生出来的众多矛盾也

查发现，在历经房价连续上涨 30

开始集中爆发，如何妥善处理好
这些矛盾也将是棘手的问题。

余月后，目前西安市房源仍供不

往的无证预售、无证施工开发楼

房价破 3 万
记者近日走访多个西安市在售楼盘发现，
虽然价格持续上涨，
但新建
商品住宅房源仍然供不应求，
仅3月份就出现了8个
“千人摇号”
楼盘。

多个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售约 900 户，
已交付约 400 余户。购

目前拟引入新合作方来续建。

项目中，在房价持续不断上涨背景
下，有开发商在项目烂尾数年后主

记者从西安 灞生态区管委
会（以下简称“ 灞管委会”
）了解

房协议未在西安市房管局备案，开
发企业向购房群众邮寄涨价通知，

在问题发生前后， 灞管委会
多次约谈项目开发企业相关负责

动现身欲复工。
记者了解到，蒋家湾村城中村

到，该城改项目 2011 年获得批复，
规划改造用地共 55.8 亩，已取得划

属双方购房合同纠纷问题。
目前，在售楼部门口玻璃上，

人，要求立即停止单方面提高房价
的各种处置方案，并成立了项目遗

改造项目（又名
“观澜天下”
）开发商

拨土地证，除 2#、4#楼有商品房预

既张贴着开发商的“涨价通知”，又

留问题处置领导小组，从解除查

西安熙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熙源公司”
）近期向2013年、

售证外，还有 8 栋楼尚未取得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预售证。

有购房者的“拒绝涨价函”，周围还
有两张“拒绝退房”
“ 拒绝涨价”字

封、筹集建设资金、完善项目手续、
挖掘未开发地块的剩余资产等多

2014年左右购房的数百位购房者邮
寄了
“涨价通知”
，
称为了恢复施工，

针对开发商向购房群众邮寄
涨价通知一事， 灞管委会表示，

样的声明。
熙源公司方面表示，因前期投

方面推进遗留问题处置。
“依照现在西安市的房价，将

原购房人要么接受在原价的基础上

2012 年以来，该项目部分楼盘在未

入巨额资金进行村民拆迁和安置

观澜天下小区规划内的 7 亩多地开

涨价2300元/平方米左右，
至基准价
格6500元/平方米，
要么退房。

取得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内
部认购、
团购等方式违规销售，
已销

房建设等原因，才导致观澜天下项
发后，完全可以将烂尾楼盘整体
目建设和相关手续办理推进缓慢， ‘盘活’。”业主自救委员会负责人

西安楼市在 2018 年年底短

伴随着楼市持续火爆和房

暂降温后 ，今年 3 月份“千人摇

价大涨，西安楼市以往的无证预

事实上，熙源公司 2015 年开始
便无力继续建设，2017 年靠业主自

号”盘又重现市场，近期更有 2 大

售、无证施工开发楼盘等乱象衍

筹了近2000万元自救项目后才继续

对于开发商主动提出的复工
条件和退房补偿款方案，观澜天下

“壕盘”备案价突破 3 万元/平方
米的消息。而在 2 年多前，西安

生出来的众多矛盾也开始集中
爆发。比如媒体此前曝光的长

动工，
目前已有100多户装修入住。

的购房者并不接受。业主付强告

值得关注的是，熙源公司向原

诉记者：
“2013 年购买 2 号楼房子

安区假国土证办出了真预售证，
无证售楼的开发商竟起诉购房

购房者开出的退房条件颇为“阔
气”。
“ 在涨价通知”中熙源公司承

时每平方米仅 4200 元，现在西安市
房子均价已经涨了两三倍，退了房

者要求退房，售房数年后开发商

诺，
“若退房，不但可以一次性全额

根本买不起房子了。
”

至 2019 年 1 月，西安房价已连续
上涨 35 个月。今年 3 月，国家统

逼业主涨价、退房、补交土地出
让金等等。

退还购房款，还能按照购房面积获

记者获取的数份购房合同显
示，该小区在 2013 年、2014 年间出

计局发布的 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

其中乱象最为集中的则为城

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一直在每
平方米六七千元徘徊。
实际上，自 2016 年 3 月开始

梁军（化名）认为。

得 2000 元/平方米补偿款。
”
因熙源公司债务纠纷不断，涉

售的套房屋价格大多在 4000 元/平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中，
西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

中村改造项目。
“在‘政府主导、市
场化运作、安置先行’的模式下，

及 100 多起诉讼，目前小区内除二
三十户已办过网签外，剩余的绝大

24.2%，
同比涨幅居 70 个大中城市

西安市的城改项目前些年大多招

部分房屋和在建工程、土地均已被

业主筹款自救楼盘也始于楼

之首，且已连续第七个月居全国

商引进的是西安本土或外埠的小

西安市灞桥区法院、西安市中级人

市升温的 2017 年下半年，而西安房

前三位。

开发商开发，
实力有限，
无证预售

民法院等轮候查封，熙源公司也被

在 2013 年前后较多，甚至有数个
政府部门组织本单位职工团购、

大房企成接盘主力

联合建设的楼盘也是五证不全，
最终在漫长的拆迁、城改手续申

今年以来不断有大型房企尝试接手烂尾多年的城改项目。

记者近日走访多个西安市在
售楼盘发现，
虽然价格持续上涨，
但新建商品住宅房源仍然供不应
求，仅 3 月份就出现了 8 个“千人
摇号”楼盘。
在西安市房管局的预约登记
平台上，近期拟开盘的数个楼盘
仍需要摇号才能购买。其中西岸

报过程中，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后
便深陷烂尾泥潭。
”当地地产人士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方米~5000 元/平方米。但是只有
2#、
4#楼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原本或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或因项目手续问题等沉寂多年的数个城改烂尾楼盘，在房价接
连攀升后，迎来
“复活”曙光。

尹蓉/摄影

价自 2017 年年初即开始大幅上涨。

事实上，2017 年以来，随着西

目中，除上述已经重新开工的项目

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开发，2014

记者了解到，长安区下塔坡村

安楼市价格一路上涨，推动了数个
烂尾城改项目复苏。经记者实地

外，今年以来不断有大型房企尝试
接手烂尾多年的城改项目。

年 7 月开始就一直处于停工烂尾状
态，曾先后引入数家大型企业进行

城改项目，
又名
“莱安城”
，
原计划总
投资 21 亿元，总建筑面积 78.9 万平

城改乱象较多的另外一个原
因，则是西安市属于全国副省级

走访调查发现，除观澜天下外，西

2019 年 2 月，融创中国正式接

合作均未果，最终在 2017 年引入莱

方米，开发商为西安莱兴置业有限

安市还有数个原本烂尾数年的城

手了新城区已经烂尾 4 年的佳诚长

安集团参与解决百花村城改一期、

公司，自 2014 年前后将多余的 3 栋

城市中城中村较多的城市之一。
在 2011 年西安市委政研室会同市

改项目以重整或二次招商的方式

安集，该项目原为新城区韩南、韩

二期、三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截

城改安置房对外以 4500 元/平方米

232 套，意向登记 845 个；金辉·世

启动了项目复工。

北村旧城改造项目，曾号称投资规

至 2018 年年底，村民安置楼仍未完

价格出售，2017 年年底安置房延期

界城 I 地块 1#房源 264 套，意向

城改办、市统计局、市社科院联合

登记 1035 个。

调研组撰写的《城中村改造的成

王家棚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早在
2009 年便启动了拆迁，
烂尾近 10 年

模达百亿元，自 2011 年启动拆迁，
2012 年前后开始无证预售出上千

成交付。2019 年 3 月 26 日，江苏中
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交房时，开发商却要求业主每平方
米再补交 1800 元的土地出让金，不

在最近公示的 13 个商品房项
目备案价格中，
仅有 2 个楼盘备案

功范例——关于西安市城中村改

后，
今年3月26日再次对外宣布正式

套商品房，2015 年原开发商自称投

称“中南建设”
）以 36.5 亿元价格收

交的可以退房。安置房之外的商品

造的调查》一文中，
统计出全市城
六区共有行政村 624 个，
其中人均

重新开工建设。位于西安市灞桥区

资 7 亿多元后，
资金链断裂，只留下

购曲江大明宫百花村城改项目。

房部分，
2017年8月份由碧桂园陆续

的易合坊城改项目，
因资金链断裂停

了几栋建了半拉子的安置房。

耕地在 0.3 亩以下的城中村 286

工烂尾4年多后，
也在今年4月18日
经司法重整启动了复工仪式。

国际花园-西苑房源 595 套，申请
人总数 1059 个；恒大御龙湾房源

价在 9000 元/平方米~10000 元/平
方米之间，
且位置较为偏远，
其余
的 11 个 楼 盘 备 案 价 都 在 12000
元/平方米~18000 元/平方米。

个，
涉及人口 37 万人；
加上郊三区
40 个城中村，
共计城中村 326 个。

在西安市数量庞大的城改项

而在 2012 年便启动拆迁的百
花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属西安市城
改重点项目，原由西安市百花村城

但并不是城改项目由全国大

收购原开发商99%股权形式接手后，

型房企接盘后就能快速步入正轨，
亦有部分城改项目“命运坎坷”，启

更名为碧桂园·莱安城。但在 2019
年1月份，
碧桂园又将下塔坡村城改

动后数次更换开发商。

项目转让给中南建设开发。

比较少，
商场周末人还是挺多的。

示，
复地活力广场在2018年10月26

区域内商场部分空置

金隅天津空港三宗高价地 3 年未入市
空港经济区内有多个商业综

周边新拍宅地楼面价仅为此前一半
本报记者 冯颖

卢志坤 天津报道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40%的溢价率在今年以来的天津

5 月 8 日，空港经济区一宗住

土地市场较为少见。而如此激烈

宅用地拍卖引发了天津地产界的

的土地争夺战背后，则是空港经

责人给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写道，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采用的是
“一次建

日开业，
当时引进了68家品牌入驻。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该商业广
场仍有很多店铺没有商家入驻，广
场中还有一片空地没有开发建设。

但记者在上述项目走访时了

成、
分期开业”
的策略。目前，
已开业

解到，部分项目的许多店面都没有

的一期部分两年多来，
商场客流和车

商家入驻。

流稳步增长，
开业率近90%。

力广场，ABC 区 10 万平方米现已

在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商
场一层有部分店铺处于空置状

之前有消息显示，地铁 M2 线
作为 2 号线的延长线将在 SM 天津

开发完成并正式开业。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ABC 区 签 约 率 达

态。商场信息介绍上显示，一层主

滨海城市广场设有一站，但此后未

94%。上述空地在 2018 年已与国

要是服装、百货等店铺，二层主要

有后续进展。据上述负责人的介

内某著名家居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是以餐饮为主。根据 SM 集团官网

绍，目前途经项目仍有地铁规划，

共同打造大型家居 MALL，现已经

信息显示，总建筑面积约为 56 万
平方米，
总投资近 30 亿元。

他们正在协调各级政府推动地铁
的建设。完善区域基础设施配套

开工建设。目前，地铁规划对于已
开业的商业项目及复地活力广场

的同时，
为顾客提供交通便利。

的商业建设并没有太大影响。

方米左右。
复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复地活

而在距离上述项目不远处，
则为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992.SH，02009.HK，以下简称
“金隅集团”
）在 2016 年获取的楼

10 家 房 企 ，以 总 价 33.15 亿 元 摘
得，楼面价约 14031 元/平方米，溢

解到，目前空港经济区内除复地

面 价 超 3 万 元/平 方 米 的 三 宗 土

滨湖广场三期有少量高层产品在

地。尽管有的楼栋已经建起数层

价率为 40.3%。

售外，再无其他在售楼盘。周边

楼高，
但目前并未预售。

金地集团击败卓越、美的、融信等

对于上述情况，
SM天津相关负

地活力广场、SM 天津滨海城市广
场等。
二手房的挂牌价格在 2.4 万元/平

济区新房供应接近断档。
记者在空港经济区采访时了

关注。在经过 200 轮左右的激战，

合体项目，包括燕莎奥特莱斯、复

新房市场接近断供
一位餐饮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
在空港经济区通地铁的消息

记者了解到，金隅集团在拿

们店的流水一个月能有 30 万~40 万

与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相隔

上述天津地产界人士表示，今

元，
顾客比较多。另一家服装店的工

不远的复地活力广场，同样有部分

后地铁的建设对于该地区的商场

作人员则表示，
每个商场工作日人都

商铺处于空置状态。公开信息显

经营情况会有促进作用。

心城区与外围组团连接线的功能。

和高层产品工程到达正负零的可

放出后，该区域在 2016 年的楼市

地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未

以申请预售证。

热潮中备受关注。

动工。记者查询原天津市规划局

有熟悉空港经济区的地产界

2016 年 10 月 26 日，此前刚完

信息显示，这 3 宗土地均在 2017

人士表示，金隅集团在空港的项

成发行 50 亿公司债的金隅集团以
约 500%的溢价率，楼面价超过 3

年 4 月 25 日获得《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目去年的时候曾经可以获批 4.5
万元/平方米的预售证，但金隅集

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包揽了空港

2018 年 1 月，金隅集团再次发

经济区出让的三宗地块。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2016 年
10 月 26 日，天津空港经济区三宗

地铁建设几经波折
空港经济区位于天津市东丽

空港经济区的车辆，缓解交通压

团并没有获取。

区，是滨海新区距离主城区最近的

力。新杨北公路新建工程也由天

原天津市规划局曾在 2018 年

行公司债后，上交所关注到了其
天津空港项目拿地时间较长且尚

记者在空港经济区走访时注
意到，目前新房的供应只有复地

经济功能区。经济区内产业丰富，
属于自贸区范围。

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相关前期工作。

4 月对于空港经济区内地铁 Z2 线
的建设问题回复称：依据国家及天

未开工。

滨湖广场项目三期在售，主要是

记者在空港经济区采访时注

值得注意的是，空港经济区现

津市批准的京滨城际铁路方案，京

意到，神州租车的总部园区正在建

在并没有轨道交通，天津地铁 2 号

滨城际引入滨海国际机场并设

设之中，在空港经济区内还有很多

线的空港经济区站距离空港经济

站。市域轨道 Z2 线结合京滨城际

大型企业进驻。

区商务区还有 5 公里左右的距离。

铁路方案提出了与 M2 线空港经

居 住 用 地 开 始 拍 卖 —— 津 滨 保

在上交所第一次下发反馈意

（挂）2016-3 号、津滨保（挂）2016-

见之后，这 3 宗地块相继开工。根

尾盘。据该项目置业顾问介绍，
还有部分位于一、二层的三居室

4 号、津滨保（挂）2016-5 号宗地，
总出让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建筑

据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信
息显示，3、4 号地块的施工许可证

（价格在 22000 元/平方米左右），
以及 44 号楼还没开盘。

面积超 18 万平方米，挂牌起始总

备案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审批，5 号

价 9.689 亿 元 ，起 始 楼 面 价 约

地块于 4 月 13 日审批。

随着空港经济区的企业在不

但这 5 公里却造成了大量的

复地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采

断增多，区域内的交通设施也面临

交通问题，多位天津市民反映空港

济区站并行设站的阶段性方案。
目前，天津市有关部门正在深

了较大的挑战。从百度地图上可

经济区地铁站交通拥堵、私家车乱

化京滨城际机场站方案，待京滨城

以看到，连接天津市区和空港经济

停乱放问题严重。

际机场站方案稳定后进一步深化

5200 元/平 方 米 ～5500 元/平 方

记者在上述项目附近注意

访时表示，上述项目一、二期现已
经交付完毕，三期正在开发中，目

米。三宗地块距离相近，都处在

到，金隅集团在空港经济区的 3 号
地块（玉锦阁项目）、4 号地块（玉

前还有近 100 余套商品房未售。
记者了解到，复地项目周边

区的主要公路津汉公路，在早晚高

成交信息显示，
3号宗地成交总

铭阁项目）、5 号地块（玉屏阁项

有名居花园、万科新里程等住宅

对于上述问题，东丽区政府曾

根据 2015 年 9 月国家批复天津市城

一到修建的时候就费劲了，具体原

价 18.4 亿元，
成交楼面价 31498 元/

目）正在施工中，其中 3、4 号地块

小区。万科新里程项目在链家网

在 2018 年末公开回复称，为加强

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
Z2 线

因你懂的。”一位天津地产界人士

平方米，
溢价率 476%。4 号宗地成

项目工程主体已经有 4、5 层高，5
号地的工程进度要慢于上述项

上 显 示 的 挂 牌 价 格 为 2.3 万 ~2.5

天津空港经济区与市区之间的联

一期起于中心城区金钟河大街站，

对记者调侃道。

交总价19.5亿元，
成交楼面价31751

万元/平方米左右。

系，空港经济区开始实施成林道延

止于滨海新区北塘站，
全长约 53 公

记者就空港经济区地铁规划

元/平方米，
溢价率485%。5号宗地

目，
部分楼体只是在一层左右。

记者就上述项目预售等问题

长线（机场大道-空港经济区）新

里，主要途经天津机场、空港经济

问题给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给金隅集团发去采访函，金隅集

建 工 程 ，预 计 在 2020 年 建 成 通

区、滨海高新区等区域，具有中心

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时并未收

团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车。届时将有效分流津汉公路到

城区与滨海新区间市域快线和中

到有效回复。

空港经济区核心位置。

成交总价 19.6 亿元，成交楼面价
32528元/平方米，
溢价率521%。

一位房企开发人士向记者介
绍到，在天津，一般情况下，洋房

峰会呈现红色的拥堵状态。

而计划在空港经济区设站的
地铁 Z2 线的建设也是遥遥无期。

Z2 线方案。
“天津地铁规划得挺好，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