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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招式百出成本两极分化

房企艰难“找钱”

“现在房子不好卖，融资也很难，所有的开发商都缺钱。 ” 11月 6日，

华南一家大型开发商投资部人士说，开发商们正面临沉重的双重压力。

11月 5日，富力地产公告计划配股融资约 100 亿港币，或将开启内

房股的配股融资潮；同一天，穆迪将泰禾集团的高级无担保票据评级从

B3下调至 Caa1，同时下调泰禾所有评级的前景为负面。

中国房企正在经历他们不长的历史上少见的、寒冷的冬天。 自 9月

份开始，楼市久违的打折降价重现，连万科、保利、中海也不例外；10 月

以来，不少房企的资金链开始明显紧张，各种花样融资频现，融资利率

快速上升。

但钱越来越不好拿到了。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统计，三季度以来房

企融资主要集中在海外发债，而且利率已经不断提高；众多房企的境内

公司债，则纷纷被中止或终止。

房企的资金压力弥漫了整个行业。自 2016年“深八条”开始，持续两

年多的房地产调控已行至深水区， 那些抗压力和忍耐力差的房企问题凸

显，如富力、泰禾等；而即使如万科、中海这类稳健的房企，也面临销售回

款率难题。

贵安新区大幅出让 23宗土地

本报讯 日前， 贵安新区国土

资源部门发布消息称，新区将以挂

牌的方式出让 23 幅地块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面积合计约 118.9 万平

米，土地用途包括：商住、住宅、商

业、商务、餐饮、娱乐、科教、工业

等在内。

公示显示，在这 23 宗土地中，

住 宅 兼 商 业 用 地 2 宗 ， 为 ：

ZI-03-03、ZI-04-03， 出让面积合

计 23.68 万平米， 位于百马大道交

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住宅用地 2

宗，为：ZI-05-05、ZI-05-05-1，出

让面积合计 23.85 万平米， 位于天

河潭大道交顺达路西北侧；商业用

地 7 宗 ， 为 ：ZD-22-01、

ZD-22-03、ZD-23、ZD-24、

ZD-26-04、ZD-28、ZD-30， 出 让

面积合计 9082.04 平米， 位于寅贡

路交清渠路西侧等地； 商务用地 1

宗， 为：ZD-10-01-1， 出让面积

6261.65 平米，位于百马大道西侧；

餐饮、文娱、街巷、科教、环卫用地

6 宗， 为 ：MQ-01-04、ZI-04-02、

ZI-03-02、ZI-04-01、ZI-05-03、

ZE-15-01，出让面积合计 21.59 万

平米， 位于北斗路西侧、 中心区 4

号路南侧等地；工业用地 5 宗，为：

CX-01、MN-01-01、MN-02-01、

ZH-07-03-1、MM-19-02，出让面

积合计 48.24 万平米， 位于黔中路

交纵一路东北侧等地。

公 告 显 示 ，ZI-03-03、

ZI-04-03、ZI-04-02、ZI-03-02、

ZI-04-01 五个地块必须统一规划、

统一开发、 统一建设，ZI-05-03、

ZI-05-05、ZI-05-05-1、ZE-15-01�

四个地块也必须统一规划、 统一开

发、 统一建设。 此外，ZI-04-01、

ZE-15-01 地块须按新区社会事务

管理局要求进行教育配建，学校建成

后，竞得人需将地块使用权、附属设

施等无偿移交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面积合计约 118.9万平米，用途包括：商住、住宅、商业等

本报讯 近日，贵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发布消息称， 经云岩

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贵阳市

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浣纱路站城

市综合体设计” 、“贵阳市轨道交

通 2 号线一期三桥站城市综合体

设计”将进行公开招标。

据公告显示， 浣纱路城市综

合体位于延安西路与浣纱路交叉

口，项目投资约 2.23亿元。 项目总

用地面积 4966.43平米，总建筑面

积约 2.92万平米， 建筑高度大于

50米。 三桥站城市综合体位于三

桥北路与贵遵路交叉口，项目投资

约 2.55亿元。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1.07 万平米， 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米，建筑高度大于 50米。

据悉， 这两个项目的设计招

标内容均包含：概念规划，完成修

建性详细规划方案设计、 建筑方

案设计、建筑初步设计、各专业施

工图设计（含景观设计）以及各

阶段技术交底、 施工期间的配合

直至工程分部分项验收及竣工备

案等各个阶段的全部常规设计服

务工作。

据此前报道， 除上述两个项

目之外， 贵阳地铁置业在 2 号线

上还有多个项目在规划、开发中，

包括： 金朱西路站城市轨道交通

综合体项目、 茶园村站地铁上盖

项目、紫延区间地下商业项目、油

榨街站地铁上盖项目，其中，金朱

西路站城市轨道交通综合体项目

具体信息已于今年 2 月公示。 该

项目位于观山湖区， 北临金朱西

路、东临诚信南路南临发展路，项

目投资约 4.8 亿元， 项目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 80 亩，地下空间开发

总用地面积约 3.84 万平米，地下

总建筑用地面积约 2.19 万平米；

周边物业开发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3.4 万平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约 8.12 万平米， 地下室面积约

5.28万平米。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政府采

购网发布公示称，综保区汇通、创

谷单元控规导则编制项目中标，

这标志着两个单元不久将拥有全

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公告显示， 项目采购人为贵

阳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中标

供应商为： 贵阳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中标金额 109 万元，中标

商将负责相关单元的控规导则及

地块细则编制。

其中，ZB-04 汇通单元规划

范围 135.34 公顷，规划城市建设

用地规模约 129.73 公顷，规划人

口规模约 0.50 万人；ZB-05 创谷

单元规划范围 289.39 公顷，规划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约 194.93 公

顷，规划人口规模约 2.04万人。

据悉， 在新控制性规划中，

规划方要校核单元范围，划定单

元边界， 确定单元的主导功能、

人口容量、建设用地规模、建设

容量等内容；全面详细了解所在

单元内的土地使用权属和规划

审批及其实施情况； 依据总则，

原则上按照 0.1 至 0.5 平方公里

范围， 在单元内划分若干地块，

划分各地块的规划边界，确定地

块的人口容量、 建设用地规模、

建设容量、综合容积率、建筑高

度等内容； 细化城乡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的

规模、 布局及其他控制性要求；

详细确定各级道路的规划断面、

控制点坐标及高程、交叉口形式

及路口展宽渠化措施、港湾式公

交停靠站位置、人行地下通道或

者过街天桥等设施的位置；确定

市政工程管线位置、管径和工程

设施的用地界线，进行管线综合

布置等。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布局轨道交通 2号线沿线———

贵阳将建两座

城市综合体

综保区产城融合

推出新举措

一年前的 7 月 19 日， 富力两位

董事长李思廉、张力与万达董事长王

健林把酒言欢，共庆富力收购万达酒

店资产，他们大概不会料到，这笔收

购会加剧富力的资金紧张。

11 月 5 日，富力公告称，计划发

行不超过 8.06 亿股新 H 股， 以前 5

个交易日收盘价平均 12 港币的 80%

折算，融资约 100亿港币。

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黄

立冲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富

力的债权融资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因

此需要股权融资相配合。 因企业不能

无限制发债， 否则会导致债务比率过

高，股权融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事实上，富力的净负债率一直处

于高位。

财报显示，2015-2017 年， 富力

净负债率呈上涨趋势 ， 分别为

124.3%、159.9%、169.6%，2018 年上半

年继续升至 187.5%，远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收购万达酒店后，富力的财务结

构进一步承压。交银国际分析师洪灝

指出，富力旗下酒店业务本就一直在

亏损，万达酒店业务短期内无法带来

可观利润。 长期来看，富力的高杠杆

仍令人担忧。

今年起， 富力在通过各种途径

“找钱” ，但多笔融资计划受阻。2月 9

日，富力公告表示取消发行 10亿元中

期票据；5月 23日， 富力又取消了 10

亿元超短融发行计划；5 月 29 日，富

力的一笔 60 亿元住房租赁专项公司

债也宣告中止，三个月后又被终止。

而此前，富力第 5次冲击回 A 股

的计划也宣告中止，IPO 融资计划失

败。

扩张野心偏逢融资收紧，富力融

资成本也出现上升。

国泰君安证券显示，9 月富力地

产发行两笔超短期融资券， 规模为

6.7 亿元、10� 亿元， 期限为 270 天，

票面利率均为 6.5%， 相较于 8 月份

发行的 270� 天超短融票面利率

6.43%稍有提升。

洪灝认为，富力的再融资困难会

加剧，预计整体融资成本将在下半年

上升至 6%，并在 2019 年进一步上升

至 6.75%-7.0%。

此外，在楼市销售日趋放缓的背

景下，富力可倚仗的为数不多的资金

来源———销售回款，也面临不能达成

目标的困境。

数据显示，1-10 月富力销售额

为 956.6亿元，完成年度 1300 亿目标

的 73.58%，这意味着接下来两个月内

要卖超过 300 亿； 回望过去三年，富

力从未达成过销售目标。

约 100 亿港币的配股融资，也大

大超过了富力此前的历次融资额。富

力管理层表示，配股将有助于公司防

范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并改善财务

结构。

富力表示，公司自 2006年以来从

未发行过任何形式的股份， 由于相对

较小的 H 股公众持股量或高杠杆的

资本结构， 无法吸引新的战略及长期

投资者，新H股发行将解决此难题。

资金链紧张的房企远不止富力。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表明，前

三季度房企整体资产负债率 79.87%，

较去年同期上升 0.97个百分点。

多位房企人士告诉 21 世纪经济

报道，今年以来国内商业银行开发贷

白名单基本只锁定大型央企、 国企，

以及少数民企； 而境内的公司债，也

很难实现发行。

据统计，仅 10 月以来，合生创展

100 亿规模的租赁住宅专项公司债

券、 雅居乐 80 亿规模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等，已被中止或终止审查；全年

来看，房企公司债被中止或终止的金

额达上千亿。

中小房企还面临信用危机，进一

步加剧融资困境。 11月 5日，穆迪发

布评级报告，将泰禾的企业主体信用

评级从 B2 下调至 B3，并将其发行的

高级无担保票据评级从 B3 下调至

Caa1，同时下调其所有评级的前景为

负面。

穆迪助理副总裁兼分析师表示，

下调原因是，泰禾薄弱的财务管理以

及未来 12-18 个月加剧的再融资风

险，同时其房地产销售收入也低于预

期。

截至 2018 年 9 月， 泰禾的现金

为 174 亿元，无法完全支付同日到期

的 647亿元短期债务、2019 年底到期

的 105 亿元可回售债券，以及未支付

的土地出让费用。 截至 2018年 9月，

泰禾的现金 / 短期债务比率从 2017

年底的 39%进一步下降至 27%。

境外融资也不乐观。 三年廉价融

资狂欢后，房企境外融资利率再次被

“打回原形” ，“融资利率不断上升，

开始接近 2012年左右的高水平。” 前

述华南地产商人士刚从香港拜会机

构回来，他对记者如是说，2012-2014

年房企海外发债频繁，很多利率都在

11%-13%甚至更高， 而现在，“好像

又回到了那时候” 。

不过， 与此前房企海外发债不

同， 今年 6 月 27 日， 国家发改委表

示，房企境外发债所得资金，将主要

用于偿还到期债务，避免产生债务违

约，而不能用于投资、运营等，并要求

企业提交资金用途承诺。

易居研究院认为，由于境内融资

环境持续收紧，近期的境内外融资成

本均有提高，而原有低成本的公司债

陆续到期，因而整体的融资成本也只

能水涨船高。

与中小房企融资难形成反差的

是， 大型央企仍然可以获得低廉的资

金，近期尤其公司债（B端利率）的下

行较为明显，华创证券指出，保利置业

发行住房租赁公司债 7亿元， 利率仅

5.28%。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富力配股融资

融资成本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