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再美丽

风险都在投资者身上

售后返租、包租、回购，对投资者

而言究竟有什么风险？ 成都商报记者

总结了业内人士提到的5大风险，帮助

投资者看清“高额回报”隐患。

风险

若资金断裂，收益、本金恐打水漂

四川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冉立春

表示，如果采取返租销售模式，说明该

项目的销售可能存在压力； 而对于开

发商来说， 销售回款往往决定了一个

公司资金链的紧张程度。 业界人士魏

浩透露，如果开发商出现资金断裂，有

可能出现项目烂尾，不要说投资回报，

很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来

风险

投入运营前，租金其实为零

N A I新巢地产机构成都总经理蒋

鹏认为， 返租销售模式最关键的环节

就是招商， 但目前采取这种模式的开

发商是按照住宅的模式在做商业，其

中部分项目还不具备经营条件， 招商

势必面临困难。招商不成功，没有商家

就没有租金， 商管公司也就没有经济

来源，投资者的收益无法兑现。

冉立春表示， 商家关心的租金和

招商政策，并不负责给投资者返租。任

何商铺在投入运营前租金其实为零。

风险

若走法律途径，投资者承担最后风险

睿意德成都分公司市场部人士指

出，如果承租方在承租期未满之前便难

以如期支付租金的话，与商家签订委托

协议的管理公司就无法按时向投资者

支付收益。 新港地产总经理张红兵说，

与投资者签订委托经营协议的往往是

开发商旗下的商业管理公司，注册资金

一般在3000万～4000万元，远不及给投

资者的回报。而且，商业管理公司往往

是有限责任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合作人高玉林

说， 如果出现第三方公司无法兑现收

益的情形， 投资者只能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并承担最后的风险。因为，这是商

业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就会有风险。

风险

化整为零，难以单独经营

长期投资商铺的资深投资者高先

生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中心的商铺， 开发商为了降低投资

门槛往往采用分割出售方式， 势必造

成产权分散。 返租期满后如果找不到

愿意整体承租的商家， 将给市场的定

位和管理造成巨大困难。此外，由于售

后返租方式购买的商铺往往经营权和

所有权分离， 项目原来的设置可能被

改造，铺面很有可能被变更为过道、仓

库或其他用途，影响转让。

风险

后续收益可能“跳水”

开发商在销售初期往往会给出高

额回报， 动辄都是年收益8%以上。冉

立春认为， 向投资者承诺回报的主体

应该是商家而不是开发商， 但问题是

现在不少开发商承诺的年回报率8%

～12% ，一般商家根本承受不了。这样

一来， 签约期满之后租金收益预期非

常不乐观，“跳水”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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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本报调查多个项目返租销售之后，又一个案例遭投诉。游女士致电本报热线，反映她投资的广汉北新

国际机械城目前正在采取返本销售方式，涉嫌违规。开发商承诺：包租6年，返租51%，租金收益一次性冲抵

房款。这个号称“中国鲁尔区”的复合型商贸基地，为何要采取返本销售模式？成都商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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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原因1

销售压力大的项目

更喜欢售后返租

商业地产研究人士朱海表示， 售后返租

模式让销售更有噱头。 近郊综合体目前所在

区域还不是城市热点，周边配套滞后，短时间

内难以形成商业气候，需要较长时间来培育，

常规销售模式会影响资金回笼速度导致开发

成本上升。所以，开发商会将商铺、酒店公寓

包装成理财产品来卖，以“低总价、高回报”

打动投资者。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采取

售后返租模式的综合体，均存在“体量大、商

业多”的项目特征。朱海分析，以返租销售的

专业市场为例， 行业商家无法满足如此大的

市场容量，因此，必须吸引投资者入驻。

原因2

违法承诺高回报

实则加速资金回笼

据记者调查， 目前采取返租销售的物业

大致分为两类：市中心酒店公寓、商场以及近

郊大型商业综合体。前者，往往出现在春熙路、

盐市口和大源组团等城市中心， 后者多分布

在龙潭寺、青白江、彭州、新都、广汉、德阳等周

边地区。

四川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冉立春明确告

诉记者，开发商采取返租销售模式，能够加速

资金回笼。他认为，商业地产对资金的要求比

住宅要高， 但并不是每家企业都具备这样的

资金实力，如果不卖就开发不下去，只有通过

卖铺子的方式回笼资金， 而普通的销售模式

显然不及售后返租更具吸引力。据媒体报道，

2005年，深圳某商城打出“滴水成金”的旗

号，承诺“10年返租，每年8％”，开盘不到一

周，就回笼资金近2亿元。

原因3

虚高价格 追求更高利润

朱海告诉记者， 但凡是采取售后返租的

商铺，其实是在玩价格游戏。据他分析，在同

区域、同品质、同物业形态的前提下，售后返

租商铺的售价普遍要贵20%以上。 这是因为，

按照目前市场行情，返租期至少是3年，年收

益率保底8% ，3年合计24% 。

朱海透露，返租销售商铺的定价模式是这

样的，先根据市场行情定一个基准价，然后根

据商铺所在的位置进行微调，在这个基础上再

根据返租总金额调高售价。譬如，市场平均售

价5000元/㎡的商铺， 开发商将售价提高到

8000元/㎡，包租3年，年租金收益8% ，3年租金

总和为24% 。按此测算，3年租金总收益1920元/

㎡，实际售价6080元/㎡，比正常商铺售价高出

1080元/㎡。可以看出，其本质是用购房者的钱，

返给购房者，购房者看似占了便宜，其实承担

了更多风险。

法 / 规 / 背 /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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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

月

5

日， 最高法对存在虚假宣

传内容的 “售后包租” 现象做出专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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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商铺，要做到五看

四川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冉立春说， 投资铺子要做到

“五看”。第一看规划，看动线是否合理，周边规划是否会出

现大的变化；第二看商业，品牌企业开发的购物中心或城市

综合体旁边的商铺，有投资价值；第三看结构，看商铺的层

高、预留水电气的位置是否符合经营业态的要求；第四看价

格，用租金收益反推房价，看房价是否合理；第五看品牌，首

选大牌开发商，因为他们商业运营更专业、商业资源更丰富。

温 / 馨 / 提 / 示

8月2日，本报热线接到了市民游女士

打来的电话。据游女士透露，她打算投资广

汉北新国际机械城的商铺，7月29日已交

2万元定金。8月1日，她看到《香江全球家

居CBD，拿什么保证高收益？》报道后，才

知道返本销售涉嫌违规操作。当天，她要求

开发商退款但被拒绝。

现在，游女士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是按

照开发商的要求，在8月13日前支付剩余11

万多元的房款， 对赌6年之后的租金收益；

二是放弃2万元定金。

北新国际机械城

玩的就是“高回报”？

开发商承诺：包租6年，返租51%，租金一次性冲抵房款

文/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售后返租

明明违法为何屡禁不止？

8月5日， 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来到该项

目成都销售中心———财富又一城写字楼25楼

进行调查。投资顾问于先生表示，项目位于广

汉市北京大道，总占地460亩，由四川北新大

弘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北新国际机械城是该

公司开发的首个项目。

经记者证实， 该项目采取的是返租销售模

式，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返租，6年租金一次性冲

抵房款。其中，第1~3年，按商铺总价8%返租；第

4~6年， 按商铺总价9%返租，6年合计返租51% ，

一次性冲抵房款。譬如，挂牌价100万元的商铺，

投资者实际只需支付总价的49%，即49万元。

沙盘模型显示， 项目规划了1座星级酒

店、1座电子交易中心、3座写字楼、4栋住宅和

多个集中卖场。目前，正在发售的是一期的集

中式商铺。记者发现，正在销售的商铺最小面

积24平方米，从标准层分布图来看，单层至少

分割了200个商铺。以目前正在销售的B馆为

例，三层可售商铺总量超过600个。眼下项目

正在建设，预计明年交房。

北新国际机械城，位于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以北的广汉市，北新开发区成绵高速广汉北出

口处，紧邻

108

大件路和北京大道，项目总占

地

460

余亩，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项目由

西部汽摩博览采购中心、西部五金机电交易市

场、西部重工机械博览中心三大市场组成。

项目集采购中心、 仓储物流中心、

B2B

电

子商务中心、会展中心、政务中心等

5

大中心于

一城，融合批发、物流、仓储、会展、商务、政务、

金融等

7

大功能于一体。

项目一期 “中国西部汽摩博览采购中

心”，规模约

15

万平方米。整个市场开四川汽

车市场分类先河，由载客车整车中心、卡车整

车中心、摩托车中心、汽车配件中心、摩配中

心、轮胎城、汽车美容用品中心等七大中心市

场和快修服务中心组成，可容纳逾

1000

家经

营商及企业进场经营， 囊括西部逾

400

亿汽

摩汽配商机，分享

1000

亿汽摩后市场蛋糕。

成都售后返租系列调查之三

客户投诉：

业主看了返租报道，

想退款被拒绝

7月中旬，市民游女士收到了一条短信，

原文是这样的：感谢你致电省级重点项目北

新国际机械城，最新批次开盘热销！纯独立

商铺，总价10多万元起，8年回本，一铺赚一

铺，双证齐全，买即收租！

游女士告诉记者，该项目“低门槛、高回

报”确实打动了她。7月28日，她来到了北新国

际机械城成都售楼中心———财富又一城写字

楼25楼， 当日便乘坐看房班车前往项目现场

考察。“在广汉，我们确实看到有这么一个项

目，同时，项目证件也是齐全的。”29日，游女

士将2万元定金打入了开发商指定的账户。

游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是北新国际

机械城（一期）二楼的一间商铺，面积24.23

平方米，单价11800元/平方米，总价285914

元。 目前指定的优惠是2.5% ， 优惠后总价

278766元。其中，游女士实际支付房款为约

定总价的49% ，即136595元。目前，她已支付

2万元定金， 剩下房款需要在8月13日前交

清，否则视为放弃。

8月1日， 本报38版 《香江全球家居

C BD ，拿什么保证高收益？》见报，游女

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看到了该报道后

她猛然发现，原来承诺返租、包租、返本

销售是违规的。当日，她便要求开发商退

款，但被拒绝。8月2日，她拨通了本报的

热线：“我在广汉北新国际机械城买了商

铺，向售楼部交了定金，开发商说可用6

年租金抵扣部分房款，相当于提前返租。

看了商报相关报道之后， 觉得这涉嫌违

规操作要求退款不买了， 但他们 （开发

商）拒绝了。”

现在，游女士面临着两难选择：第一，按

照开发商的要求， 在8月13日前支付剩余11

万多元的房款， 对赌包租期满后的租金收

益。第二，放弃2万元定金。

典型

案例

记者调查 返本销售，6年租金一次性冲抵房款

深度

解析

据记者调查， 早在

2001年，售后返租就在房

地产行业中出现，到2005

年，这一模式达到顶峰。其

中， 酒店公寓和专业市场

的商铺普遍采取这一销售

模式。后来，因为政府管控

措施加紧， 这一模式逐渐

消失。最近，这一模式重出

江湖，目前在大成都市场，

采取该销售模式的项目超

过10家。

记者了解到， 返租销

售模式明显违反《城市商

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和

《房地产广告发布暂定规

定》，但为何屡禁不止？更

进一步说，该模式重出江

湖的根源是什么呢 ？近

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和

实地调查发现，售后返租

模式死灰复燃的根源在

于： 提升销售速度回笼资

金， 以及提高售价获取更

高利润。

昨日上午，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城

乡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据该负责

人透露，建设部颁发的《商品房销售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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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负责人表示， 若经查实房地产

开发企业违反上述规定， 我们将依照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

的规定查处，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处以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不过该负责人认为，实际工作中在

执行层面存在一定难度。 因为，《商品

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的是，房地产开

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包

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而实际操

作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该问题予

以规避，因为与购房者签订委托经营协

议的并非开发企业而是第三方公司。

成都市房管局：

如查实违反规定，

将依法查处

1

、返租

是指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

房时，通过第三方公司与购房者

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并由该公司

按照约定标准定期返租。但开发

商在销售时违规宣传承诺高租

金回报， 以吸引投资者下单。目

前，在市场上，普遍执行的返租

模式是月收益，即承诺一个月返

一次租金。

2

、返本

是指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

房时违规承诺，将约定期限内的

租金总和一次性冲抵房款。譬

如，一套商铺总价100万元，开发

企业承诺包租6年，年收益8% ，总

收益48% ， 该收益一次性冲抵房

款。

3

、回购

是指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房

的同时，销售方违规承诺以后以

高于当初售价的价格重新买回所

销售的商品房。譬如，双流某项

目，开发企业愿意在商铺销售6年

后以售价160%回购。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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