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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驰营销总经理冯珏：

高租金总是和

风险连在一起

“按照浪度·九州城的真实商铺租金核算，年投

资回报率为3%（不算管理费），还比不上银行利息。

这意味着，开发商要出钱填补7%的空缺，补够给投

资者10%的回报，这钱从哪里来？就是俗称‘羊毛出

在羊身上’。其次，专业市场的运转、电费、管理费

等， 很多也是通过开发商出卖商铺变相融资的方式

获得。” 冯珏认为， 虽然开发商和投资者都希望浪

度·九州城的租金能够尽快上升到当前房价算得过

账的水平，但后市确实存在众多不确定性隐忧。

冯珏认为， 由于目前家居专业市场供应量太大，

未来，可能1/3的市场都会出现较大的经营问题。

返租模式是专业市场吸引投资客群最大的法

宝，但这种投资方式的风险程度较高。冯珏指出，目

前大多数专业市场的经营方专业度并不够，而超过

一半的购房者并不清楚售后返租涉嫌违规，更没有

意识到，在这场利益的对赌中，投资者唯一可控的

只有商铺的位置和面积。 而一个项目运营是否成

功，牵涉的因素太多。牵涉售后返租的项目存在诸

多问题， 首先是商铺收益和风险的不可确定性，一

旦项目不成功，这片商铺就会成为商业“死盘”；其

次，售后返租可能存在欺诈，开发商可能携款潜逃；

再者，还可能开发商通过售后返租变相融资，将资

金挪用到其他项目中，一旦投资失败存在资金链断

裂的风险。

成都市家具行业商会秘书长古皓东：

卖场能否赚钱决定租金高低

在以家居零售为主业的市场里，商家选择卖场，

是注重哪个卖场的人气旺，能让商家赚钱，而不是租

金的高低。城北很多家具卖场都是近两三年才开业，

而目前成都家具卖场已经严重过剩， 他们进入这个

市场的时间已经落后了， 很难在两三年内树立起自

己的品牌号召力，吸引不了人流，租金自然偏低。

事实上，成都一些家具卖场被地产商“绑架”

了。 因为不少地产商都只是将家居卖场作为一个

“符号”，铺面卖完后便交给一个经营公司管理，自

己则金蝉脱壳了，这也导致了很多家居市场并不专

业，吸引不了人流，导致租金下降。

成都商报记者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

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

房；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

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

商品房。 泰和泰律师刘俊告诉记者，对

这两句话一定要厘清关系：

售后返租并不一定就是违规。因为

法规限定范围是未竣工的项目不能进

行售后返租，相当于预售房不能进行返

租。如果一个楼盘销售后，楼盘竣工，项

目开始运营了，再进行返租，是委托经

营双方自愿的事情，并不代表违规。

返本销售是违规的行为。 如果浪

度·九州城采取用租金冲抵房款的方

式， 就可能是一种变相的返本销售方

式，有违规嫌疑。房管局是管理销售行

为本身违反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将

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如果项目涉

嫌不公平竞争，属于不公平交易，工商

局也会依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罚。

购买这种产品的风险。 大多数此

类产品的开发商都是因为一个项目而

新成立的公司， 开发完以后资产就被

转走了。此外，开发商采用返本销售的

做法都是为了迅速回笼资金， 用租金

冲抵房款，承诺多少年返租，但是一旦

若干年后市场经营不好， 谁又愿意一

直往里面贴钱呢？ 往往一出现经营问

题，开发商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人了；要

么注册的公司宣布破产， 就会形成复

杂的纠纷，对购房者很不利。甚至购房

者连承租方是谁都找不到， 只能守着

一套租不出去的低价商铺， 没有任何

保障。

因此， 购房者如果要购买这样的

产品， 一定要全面判断这家委托运营

的公司是否有资金、有实力，能否保障

每年支付足额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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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月租金25元/平米

如何支撑12%回报承诺

成都商报记者实地调查城北浪度·九州城等家居市场，

发现部分家居市场实际租金水平与销售时承诺的租金回报率相差较大

浪度·九州城作为广汉的重点产

业项目、千亩大盘，其中由开发商自

持的一期家居博览园和家居建材馆

在两年前陆续开业， 商铺全部入驻。

目前在售的亚洲家居MALL总共4层，

据销售人员介绍目前约12万平米在

售，一楼2万~3万元/平米，楼层越往

上越便宜，最低8000元/平米。

销售人员还告知， 投资者购买商

铺的前15年都将交付浪度方面委托经

营，商品合同、委托经营合同将与开发

商广汉市美亿家居装饰城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 租金回报率采取返租形式，

1~3年返租8%，4~10年返租10%，11~13

年返租11%，14~15年返租12%，购房者

可以选择将头5年的返租金额一次性

冲抵房款。按此计算，投资者在第10年

可以回本。

“业主将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委

托经营合同， 而不会与任何第三方公司

签署合同。”销售人员把项目的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指给记者看， 并表示企业法人

是浪度家私董事副总经理陈永峰， 所以

不用担心企业经营不善撤资的问题。

作为商业地产投资的一个专门类别，专业市场体量不菲。但对于投资者

来说，由于专业市场比商业地产更加专业，甚至还涉及不同的行业、产业，普

通投资者很难摸清门道。成都商报房产部特别策划了这组专业市场运营情况

大调查，针对已经建成开业的各类专业市场，进行现场走访、实地调查，深度

解剖背后的产业链条和市场经营状况，让购房者增加对专业市场和市场情况

的了解，更理智地选择项目进行投资。

首期调查，成都商报记者多路出击，摸底集中在城南、城北区域，在成都

专业市场中占比较重的家居卖场，解析其租金水平及市场现状。

专业市场调查

家居卖场

之

开业时间：

2012

年

3

月一期

10

万平米家具建材馆开业

2013

年浪度国际家居博览园二期

35

万平米精品家居馆首批次

10

万平米开业

销售价格：

8000～30000

元

/

平米

销售面积：

20～100

多平米

平均租金：

25

元

/

平米·月

开发商：广汉市美亿家居装饰城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浪度·九州城置业顾问的说

法， 亚洲家居MALL已经是满租状态，

只等5月11日开业后， 业主就可以在5

月15日收到第一个月的租金回报。目

前月租金40~60元/平米， 以新卖场每

年租金递升、人气越旺的状态来看，未

来家居馆租金不可限量。 购房者根本

不用担心商场租金的问题， 因为折算

下来，15年中都会按照投资回报率的

10%逐月返还给业主。

那么，业主真的不需要担心吗？

与商家们透露的实际租金比较，

浪度·九州城置业顾问报给成都商报

记者的租金存在较大落差。 同时记者

算了一笔账，如果业主购买100平米铺

面，单价1万元/平米，总金额100万元，

每个月投资回报率即为1万元。这意味

着， 该铺面的出租金额必须在100元/

平米，而现在亚洲家居MALL的真实月

租金不到25元/平米， 其中有4倍租金

差比，由谁来负责买单？

4月20日下午2点，记者来到浪度·

九州城在售的亚洲家居MALL，商家大

多在装修，仅有数家家居店在营业。据

浪度·九州城招商中心销售人员说，亚

洲家居MALL前两栋建筑已经全部满

租，将在5月11日全面对外开放。

“我们这个店有1000余平米，租金

20多元/平米。” 已经营业的某家居品

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刚刚开馆，

现场人气还不旺。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亚洲家居MALL

对面，已经开业两年的一期浪度国际家

居博览园，对一楼约40家商铺进行地毯

式访问，在长达4个小时的走访中，总共

只遇见了12组顾客逛商场。调查中约10

余家家居品牌负责人均表示，租金不超

过25元/平米·月，二楼、三楼则更低。

“我们是2012年3月开业时进场

的， 当时商场给了我们一个季度的免

租期， 租金是25元/平米。2013年商场

把租金调到45元/平米，不少商家都表

示租金太高经营不下去， 商场迫于压

力又给出租半年免半年的政策， 相当

于22.5元/平米。” 一位在一楼主通道

位置的商家告诉记者， 据他所知至少

70%~80%的商家都是首批进驻的，而

新近入驻的商家同样享受租半年免半

年的租金政策。

“我们的铺面大约270平米，加上

公摊是360平米。” 一位一楼的商家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 每个月的销量大约

是4万元，租金一个月8000元，除去人

工费、安装费、代理成本，每月纯收入

不到6000元。“如果商场还要涨租金，

肯定有不少铺子只能撤场了。”

另外一位姓李的商家也表示，在

浪度国际家居博览园的家居相比他在

香江全球家居CBD铺面的相同货品，

每件约少800元，因为人气太差。“2012

年开业的时候人气还是很旺， 每个月

能销售20余万元， 因为开发商为了卖

后期的铺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营销活

动，商场人气才会在短时间内聚集。但

随着家居市场越来越多， 现在我的店

一个月营业额只有9万~10万元了。”

现场

直击

经营

调查

15年返租，头5年租金可冲抵房款

4小时12组顾客，商场一楼平均月租金25元/平米

宣传月租水平与实际金额落差较大

家和家园

家居馆面积：

40

余万平米

开业时间：

2013

年

售价：

19000

元

/

平米（一楼）

销售面积：

25~100

余平米

平均租金：

45

元

/

平米

现场调查：

家和家园位于成

彭高速龙桥出口处1000米的地

方。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卖场

一楼租金100~120元/平米， 但记

者调查了一楼主通道的5、6家商

铺发现，租金均在40~50元/平米。

该商铺的销售模式为： 返租年限

20年， 第6年可由开发商回购，并

且将前3年返租18%的回报率直

接冲抵购房款。

城北其他专业市场

开发企业：我们并没有返租

调查了浪度·九州城销售模式后，记者致电浪度家私董

事副总经理陈永峰，对方再三强调并非“返租”，而是“委托

经营”。 对于销售人员 “开发商与经营委托公司是同一主

体”的说法，陈永峰未作进一步回应。

成都商报：销售人员表示前

15

年用返租形式回报租金，

请问陈总为何采取这样的销售模式？

陈永峰：

浪度·九州城销售的商铺是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并

没有返租。关于销售人员的说辞，我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解释的。

成都商报： 目前浪度·九州城的租金多为

25

元

/

平米·

月，与你们

8%~15%

的租金回报承诺相去甚远，有经营者和

业主担心是否会有隐性风险？

陈永峰：

一个新的商业市场通常都有两三年的成熟期，

在这期间，公司肯定要补贴租金。至于风险，首先我们有合

同保证；其次我们的商业体并不是空壳，已经实体呈现了，

这个时候去预判以后的风险是不适合的。

广汉市建设局：查实将处罚

广汉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到记者采访电话后

表示，对于浪度·九州城是否进行返租违规操作一事并

不清楚，需进行调查，随后挂断电话。

紧接着， 记者拨通了广汉市建设局房管科相关负

责人电话，该负责人表示，由于对浪度·九州城的销售

模式并不清楚，还需进一步调查。

根据2001年建设部颁布的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返本销售

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

因此 ，在调查中需要明确与买售人签署经营

委托协议的本体到底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还是第

三方委托运营公司 ，如果是前者，即表示商业地

产开发、销售、后期包租经营是同一主体 ，存在

违规的嫌疑 ， 若经查实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

罚 。

若出现用租金冲抵房款 涉嫌变相返本销售

律师

说法

城北

项

目

信

息

业内

人士

租金之谜

售后返租

也叫售后包租、售后回租，

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促进销

售， 在其楼盘出售时与买家约

定，在出售后的一定年限内，由

该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代理出租

的方式进行包租， 或者直接由

该企业承租经营使用， 包租期

间或者承租期间的租金冲抵部

分房款或偿付一定租金回报。

政策法规

1996

年

12

月

30

日工商局发

布的《房地产广告发布暂定规

定》第十六条规定：房地产广

告中不得出现融资或者变相

融资的内容，不得含有升值或

者投资回报的承诺。

2001

年 ， 建设部颁布的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

得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

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

2013

年

1

月

5

日最高法对“售

后包租”做出规定：“不具有房产

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

销售为主要目的， 以返本销售、

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

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将按刑法第

176

条有关规定处

罚，最高可判十年有期徒刑。

各方

回应

浪度国际家居博览园卖场

浪度国际家居博览园品牌家具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