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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郑州华南城
九大项目盛大开工。经过6年
的建设运营，郑州华南城的总
投资超过180亿人民币，建成
面积400万平方米，入驻商户
超过17000家，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同时，充分结合乾
龙物流辐射全国的物流集散优
势，借助郑州独特的交通区位，
真正树立了中部地区首屈一指
的商贸物流行业标杆。2018
年，华南城集团在郑州华南城

同时启动九个重点项目的建
设，这九个重点项目的开工面
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总投资
近200亿元。华南城将建设科
创产业园，在城内打造首个以

“科技创新”为龙头的综合型产
业园区；将建设高档写字楼、
多功能会展中心、电商物流园
以及精品市场，全方位提升营
商环境；将建设星级酒店、大
型购物中心，提供更加完善、
更加便利的生活配套。G

郑州华南城九大项目盛大开工

商铺带租约 馅饼还是陷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首付几十万买套带租约的商铺，每年可收益近4万元，本以为5年回
本，没想到4年过去了业主不但没收到一分钱房租，就连房本也办不下来，馅饼变陷阱
……”近日，记者连续收到多名郑州航空港区某项目购买商铺业主的反映。记者采访中
得知，该项目为港区某重点工程的配套公租房项目，目前仅拿到两个证。开发商称，目
前正积极补办手续，如果业主想收回首付款，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探访：商圈已形成 商铺
多数空租

业主们投诉的项目位于
航空港区保税北路与琴台街
附近，是港区某重点工程的
配套公租房项目，底层为一
到四层不等的商铺，业主们
购买的就是这些商铺。

在业主们的带领下，近
日记者来到现场进行实地调
查。记者看到，该项目目前
已经形成商圈，有美食街、服
装街等。临着主路的商铺大
部分已经出租完毕，所经营
的项目有KTV、酒店、手机营
业厅等，但只有少量商铺处
在营业状态。

在商圈内部，街上只有
少量行人，几家小超市和小
饭馆正在开门营业，时值正
午，却几乎没有顾客光顾。
一楼出租率很低，二楼更是
几乎全是空租状态。

一名正拿着手机玩游戏
的饭馆老板称：“现在正是饭
点，可依然没有人来吃饭，之
前聘用的店员都解散了，只剩
我和媳妇勉强支撑着店面。”

“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
生意太难做了，现在每个月
都赔钱，打算把店转了。”一
名超市店主告诉记者。

记者跟随一名业主来到
其购买的商铺门前，只见垃圾
遍地，脏乱不堪。“这样的环
境，怎么会有商户租，怎么会
有人来消费？租不出去我们
的房租咋办？”这名业主说。

倾诉：本想5年回本 却
落一场空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商
铺很多是业主购买后，托管
给一家物业服务公司来运营
的，也就是说他们买的是带
租约的商铺。

据其中一名业主刘女士
提供的购房协议书和托管协
议显示，她于2014年6月份
购买两套面积均为38.37㎡的
商铺，每套总房款为206342
元 ，每 套 首 付 51.54% ，为
106342 元，每套贷款 10 万
元。也就是说，两套房，刘女
士首付共花费了212684元。

按照托管协议，托管第
一期为两年，托管公司按业
主投资总房款的8%支付租
金，即每季度向业主支付租金
为4913元，也就是说，刘女士
家买的这两套商铺每年可带
来4万元左右的收益，但按照
协议，第一期头两年的收益须
充抵房款，不再另行支付。

第一期经营托管期满
的，如果业主自愿继续将商
铺交给托管公司运营的，可
以签订续托管确认文件。第
二期为选择性托管，期限为8
年，收益每两年递增1%，即
9%、10%、11%和12%。

按照协议所写，刘女士
两套商铺投资21万多元，每
年收益4万元左右，5年即可
回本。

刘女士说：“到了2015年
的时候，第一期到2016年10
月份的合同还没有结束，开
发商又让签一份承诺书，上
面写已经收到第二期2016年
10月份至2018年9月底的房
租 44216 元，实际上开发商
并没有给我打钱，只是又让
抵后续房款。”

回应：目前项目仅有俩证

刘女士的遭遇不是个
例，据悉还有不少人也面临
同样问题。这些商铺为何办
不下来房本？业主面临的问
题如何解决？

记者找到开发企业的办
公室，其相关负责人坦言，目

前企业经营情况严峻，濒临
破产边缘，但由于历史原因，
目前项目只有土地使用证和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两个证
件，离五证齐全还差很多，目
前公司正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以便更快地拿到后续证
件。“毕竟我们还有一半的商
铺没有销售，我们也想尽快
拿到五证，继续销售。”该负
责人说。

在规划部门，记者证实
了开发企业的说法。规划部
门工作人员称，该项目确实
只有两个证件，由于所盖的
房子超出原来的规划，也没
有补交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存
在一系列问题，导致其后续
证件无法办理。

业主田先生称，当时买
房的时候置业顾问承诺到年
底肯定能拿到预售证，没想
到现在才拿了两个证。

上述开发企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如果愿意要房的可
以继续等，不愿意等、要求退
回首付款的可以通过正常的
法律途径来解决，“无论法院
怎么判，我们都认”。

“‘售后返租’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综合运营能力要求
高，属于高投资高风险项
目。”房产专家、国银房产律
师团队主任律师李续杰称，
事实上，我国也对售后返租
进行了限制。业主在购买售
后返租类楼盘前，应充分了
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实力与
运营能力，了解其前期的经
营业绩和后期的管理能力，
明确签约主体，了解楼盘五
证是否齐全，及时跟踪楼盘
建设及办理相关手续的进
度；明确相关各方的法律责
任，在一方履行合同不能时，
约定投资者的合同解除权
利，以及违约金的赔偿范围，
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

年中冲业绩
郑州上周11盘推新

核心提示 | 作为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周，在年中任务
的压力下，各大房企火力全开，房企为了冲业绩，纷纷推出大批
量房源来争夺市场。6月的最后一周，郑州就有11个项目开盘，
记者梳理发现，其中包括金水区3个，中原区1个，二七区1个，
经开区2个，惠济区2个，高新区1个，中牟1个，共计推出4631
套房源，8个项目去化在九成以上。从数据上看，相比6月第三
周的2800套房源，环比增长60%。从去化率来看，几乎逼近
九成，成交状况良好。

上周11项目开盘
去化良好

金水区上周有碧桂园国
控天誉、锦艺金水湾、康桥东
麓园开盘或推新。

“一次性付款96折，车位
9折”。6月29日晚7点半，碧
桂园国控天誉项目在东恒华
商务一楼微信选房，共计推出
376套，开盘当天去化376套，
去化率100%，所开房源全部
售罄。均价小高层19500元/
㎡ ，洋 房 20500~25000 元/
㎡。

锦艺金水湾项目6月27
日晚上6点选房，共计推出房
源772套，记者在该项目了解
到，该项目5月5日启动蓄客，
截至开盘前共蓄客约 1600
组。开盘当天去化 540 套。
去化率69.9%。

7月1日在黄河迎宾馆现
场，康桥东麓园项目推出共计
276套房源，其中小高层192
套，洋房84套，截至开盘累计
去化249套。去化率90.2%。

上周，经开区信保春风十
里、东熙汇开盘。位于经开区
经南十二路与四港联动大道
交叉口的信保春风十里开盘
推出高层336套，去化310套，
去化率 92.2%，均价 16600~
17600元/㎡左右。

同样位于经开区的东熙
汇7月1日在营销中心首次开
盘推出公寓共计233套，去化
196套，去化率84.1%。均价
（精装）：平层约11000元/㎡
左右，LOFT约12500元/㎡左
右。

惠济区上周有万科民安
云城、华润悦玺开盘或推新。

万科民安云城位于惠济
区开元路金河路，6月27日9：
00售楼部微信选房，推出高层
486 套房源，开盘当天去化
480 套，去化率 98.7%，均价
15500~16500元/㎡。

6月28日位于惠济区南
阳路与兴隆铺路交叉口向东
500米的华润悦玺现场开盘，
推出高层108套，去化104套，
去化率96.2%，均价15000元/
㎡左右。

上周开盘的还有二七区
的融侨悦澜庭，中原区的融创
御湖宸院，高新区的万科城，
中牟的融创观澜壹号，去化率
分别是 72%，99.2%，91.9%，
93.3%。

融侨悦澜庭的职业顾问
告诉记者：“项目位于二七新
区嵩山南路片区，西侧是金水
河滨河景观公园，东侧规划的
是丹尼斯，另外规划有地铁9
号线，周边环境不错、配套齐
全、交通便利。”

房企冲击业绩
年中集中放量

进入六七月份，好多房企
都已经开始冲业绩，大规模跑
量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也促进
了郑州房源的成交量。

根据郑州市房管局发布
的2018年1~5月郑州市房地
产数据看，郑州全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1162.36万平方米，同
比上涨22.04%。进入6月之
后，供应量继续增加，据某民
间机构数据显示，郑州6月供
应量环比增幅 225%，高达
159万平方米，为近半年峰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扈森

港区某项目商铺空租率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