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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楼市：稳字底下的开发商溢价款把戏

新房：写不进合同的溢价款

作为环京城市圈的一分子，涿州仰仗

高铁出行的便利性，已逐渐成为北京外溢

客群的首选置业之所。从北京西站出发，乘

坐高铁到涿州东仅需约25分钟，相当于在

北京乘坐地铁6、7站所需时间，加上市内通

勤时间，1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交通时

长，让涿州也成为环京置业的选择。

受高铁带动的影响，涿州目前概念性

最强的就是高铁新城板块。但据北京商报

记者走访了解，目前该区域在售新盘并不

多，包括华融现代城、鸿坤理想湾、K2狮子

城等多个项目已纷纷告罄，诺大的涿州高

铁新城板块只有商办项目万科城际之光以

及唯一的住宅项目华远·海蓝城在售。

作为高铁板块唯一住宅，在周边二手

房均价1.1万元/平方米左右的涿州高铁新

城板块，华远·海蓝城打出了1.6万元/平方

米的高价，依然有很多北京购房者颇感兴

趣，但超高首付款成为了挡在购房者面前

的难题。

据华远·海蓝城销售人员介绍，该项目

实际备案价不到1.1万元/平方米，实际售

价在1.6万元/平方米左右，多出来的5000

元属于“溢价”款项。

“这个是我们项目的价值所在，高铁

边上就这一个项目，政府不让赚不代表市

场不让。”正因如此，所有溢价款项需要另

行支付，不能算作网签价格，无法写入购房

合同，不能走贷款。

在项目现场，来自北京的购房者曹吉

祥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涿州市的限购政

策为“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

房（含二手房）且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

华远·海蓝城81平方米的主力两居户型的

备案均价约为1.1万元/平方米，自己需要

准备81×1.1×30%=26.73万元，约为27万

元的首付款外，还需要准备81×（1.6-1.1）

=40.5万元的额外款，首付款总额超过67万

元，实际首付比例约为50%。“但关键的问

题是，这40多万的额外款是不写在房本或

者购房合同上的，如果按照住建局的备案

价格看，我的首付比例已经高达75%了。”

让曹吉祥担心的是，多出来的这40多万元

额外款，并不受到监管部门保护，一旦开发

商资金链断裂或者项目本身存在问题，亦

或自己想要退房，这40多万元的额外款项

能不能追回来是个未知。

或许知道这样一笔巨款对于购房者是

个不小的门槛，华远·海蓝城销售人员也直

言可以给予分期支付的政策，但对于选择

贷款的购房者来说，整体负担依然不小。

实际上在涿州，不仅仅是高铁板块的

华远·海蓝城，在老城区的“溢价”也成为众

多新房项目的“共同”选择。多位销售人员

承认，受到调控影响，开发商为了“拿证”，

首次开盘时政府备案价过低，与目前市场

房价存在较大差额，开发商为了不亏本，只

好收取不等的“溢价”，目前大部分的溢价

款在10万-20万元，华远·海蓝城因为是高

铁概念，所以收的比较多。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拨打涿州市住建局

热线电话，得到的答复是开发商收取“溢

价”是违规行为，且这部分款项容易引起纠

纷，建议购房者要参照售楼处价格公示表，

按照“一房一价”标准进行购买。

当天的售楼处，包括曹吉祥在内的购

房者均表示，来涿州买房子的北京购房者，

无外乎两种：一是真没钱，能够接受通勤时

间成本，不愿意租房的，这部分群体对于价

格极为敏感，首付比例如此高的项目确实

让他们望而生畏。二是投资客，然而在经历

了2017年前后的一轮炒作、回调后，目前

涿州的市场已经趋于平稳，由于“缺乏概

念”，投资客对这里的态度比较淡漠。曹吉

祥笑谈：北三县有副中心，固安吃的是雄安

新区+新机场，连比涿州远的高碑店都有

产业承接的概念，涿州确实缺少快速上涨

的动力。“但就是因为看中这里稳定才来

的，没想到还碰上个溢价款。”

二手房：无证交易的尴尬

新房有溢价款门槛，涿州的二手房交

易也并不容易。

据了解，受市场需求影响，涿州在售的

二手房也多以两居为主，单价约1.1万元/平方

米，总房款约百万。中介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一些着急的业主会选择降价甩卖，但这种

房源并不多，属于可遇不可求，要看“缘分”。

此外，因为都是近几年的项目，所以整

体二手房房源差别不大，无论是户型还是

价格，都大同小异。“受市场遇冷影响，目前

二手房议价空间很大，比如总价100万元

的房子可以还价到95万元甚至90万元，部

分房源连精装修都附赠了，可以拎包入

住。”上述中介人员称，“90后”已成为置业

主力，目前这批二手房房源多为不到五年

的新盘，小区配套设施、物业服务等方面，

都能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对于“北漂一

族”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无论高

铁新城还是涿州老城，二手房交易市场都

存在没有房产证的问题，而其房屋买卖也

多由买家、卖家和中介私下达成协议。具体

操作流程为：先签订“三方协议”交首付款

给房主，等到房主办理完房产证后再进行

过户，然后购房者去申请银行贷款。

当地一家中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暂时没有房产证没关系，这只是影响房子

过户和贷款办理，其他方面并不受影响。

“而且这种房源在价格方面会相对便宜，一

平方米近千元的差额，算下来也能省个装

修费呢！”上述中介人员进一步表示。

这种“实惠”真的可取吗？对此，合硕机

构首席分析师郭毅分析称，没有房产证，买

了房之后，就不能证明房子属于购房者，一

旦原房主违约，购房者很难去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别是未来如果房价

大幅度上涨，之前所支付的款项很可能就

不作数了，原房主违约概率会非常大。此

外，一些商品房本身也可能存在问题，这也

会导致购房者长期处于“悬空”状态，所以

在购买此类房源时要擦亮眼睛。

存量：高空置率之殇

随着环京限购政策的陆续落地，涿州成

为唯一非户籍人口首套住房不限购的城市。

然而高空置率已经无法避免。据涿州

当地二手房中介人员介绍，目前涿州新房

项目大部分都已交付，但入住率并不高，平

均下来大概在60%左右，而正是这批交房不

到五年的房源，支撑着涿州的二手房市场。

“涿州购房主体还是以北京客群居多，

对于他们来说，老城区交通相对没那么便

利，而高铁新城板块又缺少商业配套，所以

空置率才会这么高，未来随着涿州的发展，

一切都会好的。”该二手房中介人员感慨道。

在这位中介口中，目前涿州已引入包

括中船重工、中冶科工、中国五矿、中关村、

华侨城在内的多家“中字头”、“国字头”企

业，而与之对应的，涿州的医疗、教育、商业

配套等也将同步跟进。未来涿州在高铁新

城板块将会规划占比一半以上的商业业

态，一方面弥补高铁新城板块中商业配套

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提升该板块的升值

潜力，将来会成为涿州房价“跳高”的关键。

对于目前涿州楼市，当地楼盘销售人

员也直言，站在自住人群角度，目前考虑涿

州无疑是好的选择，涿州没有限购门槛，房

价相较于其他环京区域要更便宜，而且更

加稳定，高铁出行很便利；站在投资客角

度，目前涿州老城区已经饱和，投资意义不

大，而高铁新城板块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才

会释放其潜力。

在郭毅看来，涿州发展起步较晚，因其

产业支撑较少，外来人口汇入量不够，所以

房价缺乏持续上涨的动力。未来随着产业

入驻量的提升，涿州的住房需求得以释放，

房价走势或许能打破“稳”的阶段。

另有分析认为，涿州买房不能落户，也

是造成其房价走势趋“稳”的原因之一。根

据最新政策，在涿州落户需缴纳三年当地

社保，这对于大多数购房者来说，会影响到

他们的未来规划，购房的积极性遭到打击，

而涿州本地需求则不具备推动房价上涨的

条件。 北京商报楼市调查小组

特别策划:
悸动的环京楼市

在经历了多轮一体化的炒作以及调控带来的断崖式下跌后，环京楼市近期消息不断，是触底反弹还是波动下行？销售们口中的未来在哪里？所谓
利好的作用又有多大？北京商报《新北京楼市周刊》推出《悸动的环京楼市》系列报道，带您探访环京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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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热门区域不同， 涿州是

目前环京半小时交通圈中唯一一个

在没有社保或完税的情况下允许非

户籍人口购买首套房的城市， 北京

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北漂”

选择在涿州买房， 主要看中的就是

高铁一站式通勤。除此之外，涿州的

房价在经历一轮起伏后， 目前相对

平稳。然而，平稳的背后，一些不满

足于限价的开发商开始玩起溢价款

的把戏。而在二手房领域，更是存在

高空置率、无房本交易的问题，购房

者在选择置业涿州时， 要对此有所

衡量。

24小时不间断，服务更便捷

一部手机、一个App，连接起银行与客

户间7×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做到了“客

户需要的时候，中信银行的服务就在那里”。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中信

集团展台的互动体验区吸引了络绎不绝的

观众前来体验。“在手机银行里，我们客户

能够感受到200%的全方位宠爱。”一位中

信银行老用户在现场深有感触地说，吸引

他的不仅是银行商城每周都有1元购大米

等秒杀活动，更有高性价比的各类商品，他

因此也成了中信手机银行的“常客”。

目前中信银行手机银行不仅提供包括

理财、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的个性化金融

服务，同时也提供电商服务、出国服务等生

活服务。客户还可以通过手机银行领取“饿

了么”、“京东读书会员卡”、“双人体检大礼

包”等热门权益，改变了手机银行常见的

“用户不下载，下载了不打开，打开了不动

账”的情况。

互联网在带给客户更多价值的同时，

银行自身也尝到了甜头，实现了双赢。目

前，中信银行95%的金融产品是在线上渠

道销售，客户不用往银行跑，手机银行轻轻

一点就能满足大部分金融服务需求。

历经5次大版本的升级改造，中信手机

银行已经实现了“会说话”、“很聪明”、“很

可靠”、“懂生活”，达到了智能化、便捷化、

人性化的目标，功能更丰富，流程更快捷，

界面更清新，提供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中

信手机银行以“有用（effective）、有趣

（enjoyable）、有情（emotional）”为核心的

“有温度”服务新范式，获得了业界和用户

的好评。

精准服务，更懂客户

在这次互联网大会上，中信银行展示

的一款“悦动理财”产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

极大兴趣。这款产品顺应客户的健康潮流

而开发，产品收益性比货币基金更高，安全

性比网络理财好，流动性和货币基金一样

便捷。在这次互联网大会的“中信微课”上，

中信银行电子银行部表示，老百姓的需求

概括起来无非是“衣食住行娱”，这些需求

最终都会催生消费行为，而一切消费行为

都离不开支付，离不开账户，所以也就离不

开银行。客户的消费选择，与客户的年龄、

财富和收入强相关。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银行给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更

懂客户的产品。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中信银行主动

拥抱互联网思维和理念，以客户需求为中

心，分析客户、解决痛点，进而量身定制、精

准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在客户最需要服

务的时候，提供最恰当、最专业的产品，就

是银行给客户的温度。”

开放生态，服务更全面

中信银行认为，开放生态，核心是通过

建立行业标准，整合资源，打造跨界合作生

态平台，让客户享受全方位的“金融+非金

融”服务。

这次在互联网大会上展示的出国金融

平台就是中信银行打造的一款开放生态平

台。通过与使领馆、酒店、旅行社、出行等领

域机构广泛合作，将金融产品和出国服务

资源整合。在技术层面，与合作伙伴建立数

据和平台的连接，实现多方数据基础设施

的贯通。

在这个平台上，客户可以获取“出国服

务+金融产品+增值服务”的集成化服务，

包括办签证、换外汇、订酒店等。

例如，客户在线办理签证缴费后，平台

自动为客户推荐外币兑换、外汇理财、出行

攻略等服务。客户在线办理50万元以上的

存款证明，可享受减免申请签证材料的“英

国如意签”绿色通道增值服务，签证官上门

采集指纹和收取材料，免去客户往返奔波

和排队之苦。

中信银行表示，随着中信出国金融平

台不断升级，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出国留学、

全球资产配置等出国服务生态链条，为有

需求的客户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智慧平台，服务更敏捷

在互联网大会中信集团的互动交流

区，中信银行贷款审批流程引起观众的极

大兴趣。

中信银行工作人员介绍，个人客户的

身份证真伪识别，依靠人工筛查需要耗费

大量的人力，而中信大脑平台中的“生成式

对抗网络（GAN）”能够1秒识别3张身份证

影像，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

再以关联贷款审批为例，监管机构对关

联贷款有着严格的规定，所以银行在审批贷

款前，需要对企业客户进行关联方认定，过

去人工检验需要10分钟以上，而中信大脑

利用图计算技术，将时间缩短到2秒以内。

“中信大脑平台”是国内银行首个AI

金融服务平台，集成了深度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图计算等核心人工智能技术，已

经具备了为零售、对公、托管、合规等多

领域提供智能化服务的能力，既能实现

从模型开发、训练到快速上线部署等全

流程智能化应用，又能有效支撑经营管

理，在业务端实现“千人千面”的产品推

荐和客户精准营销。数据显示，中信大脑

平台的智能推荐引擎在今年1-8月，已累

计推动理财销售达1314.1亿元，购买客户

量达24.8万户。

在互联网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

下，中信银行正在以数字化驱动，构建客户

首选的高品质电子银行、最具价值的线上

合作平台，不断优化服务，提升客户体验，

努力打造“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尊

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

中信银行力推“有温度”服务 智慧金融让生活更美好
年近花甲的王老师很少使用手机银行，然而在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他却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下载了中信银行的老年版

手机银行，成功办理了一笔生活缴费业务。

作为中信集团“金融+科技”板块的代表，中信银行在会上集中展示了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最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让客户亲身体验到

了有温度的智慧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