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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建成本24亿，黄金地段10余年难动刀

临临沂沂市市舍舍土土地地出出让让金金推推棚棚改改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记者
张頔) 20日，济南市首家民间借
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为借
贷双方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

20日正式启动的济南市民间
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由山东恒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筹建。中心
邀请了多家金融服务机构及法
律、公证、评估、票据结算等机构
入驻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济南讯（记者 林媛媛
实习生 王晓铖） 近日，山东

省家电协会发布《山东省家用净
水行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对山东净水器行业进行业
内监管。该《办法》针对山东省内
的净水器生产、销售和服务企业，
通过实施备案管理制度，从产品
质量、售后保障、水质保障等六个
方面提出要求。

据奥维咨询一位分析师认
为，预计2014年国内净水机销量
增长57%。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低质
企业将面临淘汰，而山东省家电协
会《办法》的制定有助于山东净水
企业能够在这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品牌。

本报临沂4月20日讯（记者
李虎） 棚户区改造如何破

解拆迁难题？临沂市在涉及人
口最多的棚户区项目东风东关
片区改造中，创新棚改模式，放
弃棚改中的土地收益，最大程
度上让利于民。截至目前，东风
东关片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还
建施工进展顺利，还建住宅建
设将在2015年年底前完工。

东风东关棚户区十多年来
一直是临沂棚户区改造的老大

难。从2001年开始，临沂市政府
就多次计划启动东风东关片区
的棚户区改造，因为土地征收
难等各种原因没能启动。2012
年，东风东关棚户区改造工程
于被临沂市政府列为全市重点
棚户区改造片区，涉及面积和
人口均为目前全市之最。该片
区位于市区解放路东段北侧，
北至涑河南街、南至解放路、西
至沂州路、东至朝阳寺街，总用
地50 . 52公顷。

由于该片区加盖、扩建现
象严重，征收成本过高，开发商
不愿意参与棚改项目。为此，临
沂市政府变身“土地运营商”，
在东风东关棚户区改造片区土
地招拍挂时，按照每亩760万元
的土地征收成本价出让土地，
政府再将土地出让所得还给棚
改项目。临沂市政府旗下临沂
城投集团与当地开发商成立合
资公司，按照开发商的运作方
式对项目进行管理，具体的拆

迁征收、建设等工作由临沂市
政府主导完成。

记者从东风东关棚户区改
造工程建设协调推进小组了解
到，截至目前，东风东关片区的
棚户区改造项目还建施工进展
顺利，在建施工面积90多万平
方米，片区棚改配套建设的临
沂八中的3栋教学楼已主体封
底，预计5月底可交付使用，还
建住宅建设将在2015年年底前
完工。

本报记者 李虎

东风东关片区位于临沂
老城区黄金地段，可这块黄金
地段为何却引不来开发商？

临沂城投开元置业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高全德告诉记
者，东风东关棚户区改造之所
以吓走开发商，最主要的原因
是这一片区加盖、扩建现象严
重。这一片区曾经进行过多次
拆迁调查摸底，摸底一次，居
民加盖一层，居民在原有住宅
上加盖3-4层成了普遍现象，
容积率超过了4，征收成本过
高。“拆迁后再把居民就地安
置，征收的房屋建筑面积大，
建设面积小，开发商不足以通
过商业运作的收益来完成弥
补还建的费用。”

高全德算了一笔账，根据
目前的规划粗略计算，东风东
关棚户区拆迁后新建住宅面
积为75万平方米，其中还建住
宅6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的建
安成本大约为4000元，开发商
纯投入的还建费用就要约24
亿。剩余15万平方米商用住宅
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销售，收
入6亿元左右，若去掉建安成
本，利润约4亿元。可用于销售
的商业面积约25万平方米，建
安成本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
总计约10亿元，一平方米沿街
商业房的售价1万元左右，收
入约为25亿元，利润在15亿元
左右。

高全德说，除去还建住
房，开发商还要建设管网、道
路、人防工程，以及小区内社
区管理用房、学校等配套设
施，此外还要偿还贷款、融资
的利息。“通过卖商品房、商铺
来弥补配套和建安成本的方
式，开发商单独运作下来肯定
要亏本。”

本报记者 王赟

围绕中行原副行长王永利
被调查的传闻已经有好几个月，
但最终查明并无经济问题。由于
举报涉及个人情事，最终以“违
反党纪”为由，遭留党察看两年
的处分。

很多人为生于山东农家的
王永利叫屈。过去几年，他分管
中行“油水最厚”的IT部门，居然
没有查出有经济问题，这样的调
查结果简直令人“肃然起敬”。王

永利引发的争议让人不由得联
想起同为山东人的宋林，这位正
在接受调查的华润前董事长，以
及他身后的这场风波，最终也会
给出定音。

抛开当下的热议，作为巨型
央企的副部级企业大佬，宋林是
什么模样？

波点领带、背带裤、袖扣
儿……宋林的装束港味儿十足。
去年3月，他在接受媒体访谈时
说，“我现在肯定是香港人。某种意
义上，香港就是我的第一故乡了。”
宋林18岁才离开山东去上海读书，
而后在香港工作生活了近30年，还
曾获任太平绅士，宋林的适应性
可窥一斑。

10年前，宋林接替宁高宁任
华润集团总经理，2008年成为华润

集团董事长，笔者近距离接触宋、
宁两人是在四年前的那个夏天。

2010年8月25日，华润集团旗
下华润雪花组织的“勇闯天涯共
攀长征之巅”登山活动在丽江启
动，两人同为活动站台，宁高宁
出任名誉领队，身份是中粮集团
董事长，宋林是总领队。

当时去捧场的还有王石和
冯仑两个地产大佬，王石与冯仑
算是宋林的登山老友，早在2006

年8月，宋林与王石、冯仑等人一
起穿越太白山时，王石曾这样描
述：宋林，近1米90的个头，大学
时代活跃的篮球队员，体重与事
业与日俱增，在老王（王石）劝导
下曾两次深圳登山，体会到登山
的痛苦和快乐并存的滋味。

华润的员工都说宋林低调，

身为华润集团董事长，且担任万
科董事会副主席、吉利汽车独立
非执行董事，还当选十八大代
表，但是和华润集团的体量及其
知名度比起来，宋林在大众面前
就显得陌生得多。

宋林喜欢将自己建设企业
文化的理念通过文字表达。自
2008年以来，他在集团文化建设
的重点内刊《华润杂志》上撰文，
平均每个月一篇。早年华润收购
万家后，由于后者创始人个性极
其鲜明，与宋林所推崇的低调风
格冲突明显，业绩难免受到影
响。宋林最终以炒掉创始人结
束。

而宁高宁身上有一种深深
的低调，四年前的那个登山活动
上，宁高宁跟笔者说起他关注王

石登山的事，他的表达中透着格
外的平和，“在王石去登珠峰之
前，我去了北京，跟他聊了很久，
一直叮嘱他要小心别出事。王石
登山这么多年，实际上与他本身
的性格、毅力和做事风格相一
致。”王石曾经是宁高宁任职华
润集团时旗下一个房地产集团
的职业经理人。

宁高宁和宋林同为山东烟
台人，宁高宁加入华润比宋林还
晚两年。虽然宋林以宁高宁为偶
像，但是在外界看来，比起宁高宁
的实业精神，前者更像个资本操盘
者。宋林执掌华润的时间里，延续
了陈新华、宁高宁两位前任的战略
导向，华润产业帝国开始壮大。
可以说，正是在华润的巅峰时
刻，宋林陨落。

济南首设民间

借贷服务中心

省家电协会

发布净水器行规

宋宋林林：：又又一一个个巅巅峰峰时时刻刻的的陨陨落落者者

财经人物志 主笔王赟

临沂棚改硬骨头：

商业开发
谁做谁亏

为完成东风东关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市场化运作，
临沂市政府下属的临沂城
投集团与山东开元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临沂
城投开元置业有限公司负
责该项目。

该公司作为开发商对
项目进行管理，具体的拆
迁征收、建设等工作都由
临沂市中心城区开发建设
指挥部和东风东关建设协
调推进小组来完成。在征
收改造过程中，东风东关

棚户区改造项目通过土地
招拍挂，按照每亩760万元
的土地征收成本价出让土
地，政府再将土地出让所
得还给项目部，这就相当
于政府放弃了卖地收益，
让利于民。

760万元/亩 卖地收入舍掉换来什么？

2 . 6亿元 亏损如何“抹平”？
东风东关棚改项目不

到 1年时间完成了土地征
收，征收率达99%，这在临沂
棚改历史上算是最快的。为
了加快建设节约利息成本，
在项目施工中，优化设计，用
箱式结构节省了部分费用和
时间成本。

“项目采取流水施工，
预计工期能够提前3个月到
半年。”李作良介绍说，项目
楼房建设以5层为单位滚动
开发，就好比说6-10层进行

主体建设，1-5层就进行内
外墙施工，这样能够加快施
工进度。“3年内完不成还建
住宅建设，躲迁费翻番，节
约出来的时间可以最大程
度上降低躲迁费。”

李作良告诉记者，东风
东关棚改项目总投资57亿
元，需要支出约8亿元税费，5

亿元利息，征收成本约7 . 5亿
元，加上31亿元建房成本，再
加上躲迁费等费用，前期测
算大约亏损2 .6亿元。

目前，沂州路等主道路
将由市政部门进行修建，8

千万元建设投入将由政府
补贴。李作良说，项目申请
到了国家开发银行低息贷
款，还款周期相比一般商业
贷款要长很多。虽然项目前
期核算亏损2 . 6亿元，但是
如果还建项目能够按时完
工，用于商业开发的住宅、
商铺能顺利出售，再加上加
快建设节约的利息成本，运
作良好的话项目有望持平。





“开发商通过商业开发无法解决问题，单纯依靠政府

土地财政来实现改造项目也不可能。政府拿不出这个钱，

只能在棚改模式上创新找出路。”
——— 东风东关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协调推进小组组长李作良

本报济南讯（记者 孟敏）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月70个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动
情况，56个城市环比价格上涨，69
个城市同比价格上涨。值得关注
的是，3月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持平
的城市有10个，我省济宁是其中
之一。同时，济南、青岛、烟台房价
涨幅放缓。

统计局数据显示，环比价格
变动中，济宁价格持平，青岛价格
上涨0 . 1%，烟台价格上涨0 . 3%，
济南价格上涨0 . 4%，领涨全省。

而同比去年3月，济南价格上
涨8 . 1%，青岛价格上涨7 . 8%，烟
台价格上涨7 . 3%，济宁价格上涨
6 . 8%。我省济南、青岛属于二线
城市，房价上涨幅度都回落至
10%以下，烟台、济宁的房价增速
放缓更加明显。而北上广等一线
城市20%的同比增速也再难见
到，增速基本回落至13%左右。

3月济青烟

房价涨幅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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