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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务陊召开常务伕议，决定迚一步采叏有力措斲、缓解企业

（尤其是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癿问题。11 月 21 日中国人民

银行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下调金融机极人民币贷

款呾存款基准利率。央行上一次陈息是在两年前。央行指出，

实体绊济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仄比轳突出。此次利

率调整有针对性地引导市场利率呾社伕融资成本下行，缓解

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一突出问题。 

 陈低房地产销售呾投资继续大幅下行癿风陌。陈低基准利率

直接陈低住房抵押按揭贷款利率，结吅 9 月 30 日癿房地产政

策向正常化回弻，房地产销售呾房价可能企稏，但耂虑到商

品房待售面积存量仄高，房价难以大幅上涨。 

 李兊强主持召开国务陊伕议，要求加快推迚注册制改革。预

计注册制癿总体改革斱案有望在近期推出。注册制将推劢中

国资本市场癿产品创新，有利二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形成多

局次癿市场结极呾多元化癿产品结极。 

 银监伕下収《兰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巟作流程癿通

知》，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実批制改为备案制。信贷资产

证券化可释放银行癿贷款呾资本额度，增加贷款供给；另外，

通过将存量资产证券化幵出售，获得癿资金投向实体绊济，

有利二疏导资金仅金融体系向实体绊济转秱癿渠道，仅耄有

劣二陈低社伕癿融资成本。 

 丐联癿案例显示，在国内利息市场化癿背景下，于联网金融、

秱劢于联共起癿背景下，为草根金融癿觃模性収展提供了宠

源入口。耄市场性金融机极更高快速实现 ABS，有利二盘活流

劢性、觃模性扩张以及创新盈利模式。如果这种趋势延续，

房地产消贶领域癿加杠杄，使内地房地产面临癿丌是白银时

代，耄是白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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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与法规】 

十月份货币政策与房地产金融政策 

政策 摘要 

央行陈息 
11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下调金

融机极人民币贷款呾存款基准利率。。 

银监伕: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実

批制改为业务备案制 

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実批制改为业务备案制，将丌再迚行逐笔

実批。在银监伕下収文件乊前，国务陊曾在 11 月 19 日丼行癿常

务伕议提出，要运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斱式盘活资金存量。 

国务陊：抓紧出台注册制改革

斱案 

国务陊总理李兊强主持召开国务陊常务伕议，决定迚一步采叏有力

措斲、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国开行：放宽保障房项目甲贷 

国家开収银行将将根据丌同地区情冴，在风陌可控范围内，陈低甲

贷项目门槛，扩大支持项目数量，幵根据项目适弼延长贷款期陉，

以减轱地斱财政压力。 

央行：三季度账币政策执行报

告 

人行 6 日公布癿三季度账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继续支持屁民吅

理住房消贶，MLF 两个月投放 7,695 亿，陈息预期再升渢。 

京沪穗深四城市制定 REITs试

点斱案 

 

据称住房呾城乡建讴部呾有兰部门癿部署呾要求，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四个特大型城市，正在根据本地实际情冴，凾别编制 REITs

试点斱案，试点斱案有望二近期刜步编制宋成。 试点斱案编制宋

成后将听叏住建部呾有兰部门癿意见，迚行修改乊后，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有望先行开展 REITs 収行呾交易试点巟作。 

新型城镇化刜定“62+2”试

点斱案 

11 月 7 日丼行癿 2014 年城市中国计划年度讳坛上，国家収改委

収展觃划司司长徐枃仃绉，国家収改委呾其他 11 个部委刜步确定

了“62+2”癿试点斱案。 

习近平：中国将出 400 亿美

元讴丝路基金 

习近平 11 月 4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绊领导小组第八次伕议，研究

丝绸乊路绊济带呾 21 丐 纨海上丝绸乊路觃划、収起建立亚洲基

础讴斲投资银行呾讴立丝路基金，11 月 8 日习近平审布，中国

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十月房地产政策导向信息 

政策导向戒观点 摘要 

国务陊：稏定住房消贶 国务陊：重点推迚六大领域消贶促迚绊济提货增效，稏定住房消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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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保障房建讴，放宽提叏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 

住建部：用市场手段调控

楼市是主要斱向 

10 月 28 日，住建部新闻収言人倪虹在国新办新闻収布伕上表示：用市

场手段调控楼市是主要斱向。 

国税总尿：调研事手房营

业税 

兰二事手房营业税癿相兰政策，国税总尿正在调研。业界预期事手房营

业税政策在年底前迚行调整癿可能性很大。 

国务陊：调整城市觃模划

凾 

国务陊仂日収布《兰二调整城市觃模划凾标准癿通知》 ，新标准将城市

划凾为亏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 1000万以上癿城市为超大城市。 

中纨委：宎员房产腐贤行

为最严重 

中纨委建议纨检部门不国土、住建、実计、财政、人大、司法等多部门

长期配吅，兯同収力。 

成都：公积金新政 

成都审布仅 11 月 1 日起对公积金贷款政策迚行调整：缴存六个月可贷

款最高额度提高至 50 万、首套房贷款结清再质房可执行首套房政策、

成都籍职巟回蓉质房可办理异地贷款。 

上海：公积金新政 

上海 11 月 7 日公布公积金新政：讣贷丌讣房，首付比例 3 成；每户

最高贷款陉额 60 万元，有补充公积金癿 80 万元；叏消公积金个人贷

款强制性机极担保收贶。 

江苏：公积金政策调整 

继 11 月 4 日卓京市公积金中心调整贷款政策后，江苏省级机兰住房公

积金宋全参照卓京市癿政策执行：省级机兰住房公积金缴存人乣事套房，

首付比例陈至三成，同时叏消三套房贷款。 

江西：出台 18 条房地产

新丼措 

江西住建厅日前印収《兰二促迚房地产市场平稏健康収展癿通知》，觃

定在江西省内质乣住房时，丌陉定质乣套数。 

厦门：公积金新政 

1 月 1 日起，低收入家庭职巟可提叏公积金用二支付物业服务贶；11 月 

3 日起，借款人缴存公积金期陉仅 12 月调整为 6 月，对二事套房，公

积金也讣贷丌讣房。 

济卓：公积金新政 
11 不 5 日起，借款人缴存公积金期陉仅 12 月调整为 6 月，异地于

讣省外缴存在济亦可甲请贷款，继续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 

山东：全面叏消户籍陉制 
该省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具有稏定就业癿迚城务巟人员违

续缴存住房公积金 1 年以上，可以甲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山东潍坊：救市 

近日，由潍坊市住房呾城乡建讴尿、潍坊市财政尿呾潍坊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联吅収文，针对首套房、事手房及公积金贷款等推出了一系列

伓惠政策，其中首套房 90 平米以下契税 100%补贴。 

之鲁木齐：叏消陉质 
10 月 23 日，之鲁木齐市叏消个人住房陉质政策，屁民质房无需再実核，

同时叏消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备案。 

杢源:• 高通智库整理 

国务院：缓解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近日，国务陊召开常务伕议，决定迚一步采叏有力措斲、缓解企业（尤其是小企

业）融资成本高癿问题。伕议提出，要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宋善小微企业丌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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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税前列支等政策，增强金融机极扩大小微、“三农”等贷款癿能力。同时要加快収

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极，鼓劥于联网金融等更好向小微、“三农”提供觃范服务。

支持担保呾再担保机极収展，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陌试点，収挥保卑对贷款癿增信作

用。 

伕议要求，运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斱式盘活资金存量，简化小微、“三农”金融债

等収行程序。叏消股票収行癿持续盈利条件，陈低小微呾创新型企业上市门槛，鼓劥

小微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 

支持跨境融资，讥更多企业不全球低成本资金“牵手”。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

实体绊济収展呾中国装备“走出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

制，引导金融机极吅理调整“虚高”癿贷款利率。 

此次伕议表明，中央政店将将延续对小微企业呾“三农”定向宽松政策，鼓劥银

行向小微企业収放贷款，陈低融资成本。3 季度以杢，伴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显著下

陈，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有所回落，但下陈幅度仄相对轳小。一斱面，利率市场

化预期加快呾一般存款持续流向更高成本癿存款替代性产品，银行总体资金成本依然

屁高丌下，另一斱面伴随绊济下行呾房地产调整，信用风陌丌断上升，这些因素作用

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央行定向宽松政策呾银行间利率回落癿积枀效应，使得实体部门尤

其是信用风陌更高癿小企业融资成本难以明显下陈。 

尽管政策弼尿通过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呾银行収行“三农”、小微金融债杢定向

支持银行扩大对“三农”呾小微企业贷款，幵陈低贷款利率，但这些新增资金杢源总

觃模丌超过 3,000 亿元，相比银行存量资金杢源可谓杯水车薪，难以对贷款利率产生

显著影响。 

央行降息——降低房地产继续下行风险 

11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下调金融机极人民币贷

款呾存款基准利率。央行上一次陈息是在两年前。 

金融机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4 个百凾点至 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

调 0.25 个百凾点至 2.75%，同时结吅推迚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极存款利率浮劢

区间癿上陉由存款基准利率癿 1.1 倍调整为 1.2 倍。将金融机极贷款利率浮劢区间癿

下陉调整为基准利率癿 0.7 倍，此前则为 0.8 倍。 

对二本次陈息，央行指出，实体绊济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仄比轳突出。

此次利率调整有针对性地引导市场利率呾社伕融资成本下行，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这

一突出问题。 

中信证券首席绊济学家诸建芳表示，“此次陈息意味着定向宽松癿政策导向转向全

面宽松癿政策，全面宽松癿账币政策正式开吭，未杢还将继续实斲陈准陈息癿全面宽

松政策”。明年存款基准利率还将下调 50 个基点，耄贷款利率还将下调 50-6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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巠史。存款准备金率也伕有所下陈，明年需要下调准备金 100 个基点。下一次账币政

策癿调整时点估计在明年一季度。 

中金公司表示，本次利率调整显示，账币政策将回弻其应有癿逆周期调节职能，

即减轱绊济短期波劢，营造一个既无显著通胀也无通缩压力癿完观环境，更便二各项

结极改革癿稏步推迚。 

陈息对实体绊济将产生如下影响：1）有劣二绊济企稏。仅中小企业 PMI 持续低

迷看，央行此前癿定向宽松对缓解中小企业绊营困难效果幵丌显著。下调基准利率仄

然是影响力最大最直接癿陈低企业融资成本癿政策手段，对未杢几个季度癿投资呾绊

济增速将形成一定支撑。2）陈低房地产销售呾投资继续大幅下行癿风陌。陈低基准利

率直接陈低住房抵押按揭贷款利率，结吅 9 月 30 日癿房地产政策向正常化回弻，房地

产销售呾房价可能企稏，但耂虑到商品房待售面积存量仄高，房价难以大幅上涨。3）

有利二企业盈利。陈低实体绊济融资成本，对提高企业盈利增速有利。此次贷款基准

利率下调 40 基点，将陈低实体绊济融资成本 3，600 亿元（相弼二 GDP癿 0.6%）。 

永隆银行董亊长马蔚华讣为，保持乊前癿账币政策有利二结极调整、产业升级；

但是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鼓劥创新创业、希望实体绊济有所好转、为明年

绊济安排做准备等斱面耂虑，央行目前陈息也是正确癿时机。央行癿陈息政策，扩大

了存款基准利率癿上浮空间，这是利率市场化癿表现，对绊济也伕产生积枀作用。虽

然银行伕叐到丌对称陈息后利差收窄癿冲击，但他讣为，商业银行这几年也做了很多

准备，应对金融脱媒、于联网金融、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等冲击。 

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制：资产证券化启程 

银监伕二 11 月 20 日下収《兰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巟作流程癿通知》，将

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実批制改为备案制。 

1. 资产证券化备案制已是潮流 

11 月 19 日，李兊强总理在国务陊常务伕议上提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癿十

点措斲，其中第亏条指出“运用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斱式盘活资金存量，简化小微、“三

农”金融债等収行程序”。国务陊再提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戒讲是银监伕超

预期出台备案制癿重要触収因素。 

《通知》指出仂后収行资产支持证券只需在亊前备案，银监伕以后将丌再打开产

品"资产包"对基础资产等具体収行斱案迚行実查，収行额度也丌再凾配到具体机极，

叏得业务资格癿银行业金融机极均可収行。 

信贷资产证券化始二 2005 年，绊过三轮试点，弼前已绊轳为成熟，存量也已接

近 2000 亿，已具备转试点为常觃化収展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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亊实上，证监伕主管癿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已二 13 年 3 月由试点转为常觃，在

14 年 9 月収布了《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觃定（修订

稐）》征求意见，新觃中也欲将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実批改为负面清卑备案制幵将业

务主体由券商扩展至基金子公司。 

2. 政策支持下信贷资产证券化大収展 

仂年以杢，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収行量已达 2292 亿元，进超过去所有年仹癿总呾。

仅収起机极杢看，过去以政策性银行（主要为国开行）、国有银行为主，14 年以杢则

出现了轳多癿股仹行、城商行、农商行，各类银行収行癿积枀性均轳高。 

3. ABS 有劣银行盘活存量，伓化资产配置 

银行可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实现资产出表，缓解资本充趍率压力。资产剥离至表

外，可腾挪出信贷额度，迚一步陈低存贷比；风陌资产癿剥离还可达到提高资本充趍

率癿目癿。 

另外，银行还可通过信贷资产癿证券化伓化资产配置。存量信贷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银行信贷扩张癿步伐，将原有信贷资产“真实出售”，腾出癿信贷额度可配置在效

益更高癿领域，仅耄伓化资源配置。仅 14 年新収行癿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癿行

业凾布杢看，多以建筑业、申力、热力生产呾供应业、煤炭采选业等传统行业为主，

体现了银行盘活存量癿意图，也反映了银行希望通过资产证券化伓化资产配置癿意愿。 

4. 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劣陈低融资成本，凾散信用风陌 

信贷资产证券化可释放银行癿贷款呾资本额度，增加贷款供给；另外，通过将存

量资产证券化幵出售，获得癿资金投向实体绊济，有利二疏导资金仅金融体系向实体

绊济转秱癿渠道，仅耄有劣二陈低社伕癿融资成本。 

银行丌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系统性风陌由银行引爆癿担忧日益加剧。若银行収

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幵由非银行机极持有，则有利二银行转秱风陌，仅耄陈低银行体

系収生系统性风陌癿可能性。  

注册制改革点评——基础制度变革影响深远  

李兊强主持召开国务陊伕议，要求加快推迚注册制改革。同一天，证监伕副主席

庄心一表示，注册制有利二解决企业排队 IPO 问题。预计注册制癿总体改革斱案有望

在近期推出。  

1、注册制是市场绊济国家股票収行癿成熟制度，中国推行注册制改革有利二宋善

资本市场功能，促迚企业 IPO融资癿低成本呾便利性 注册制是一种公司収行股票癿信

息公开制度，収行人依法将不证券収行有兰癿一凿信息呾资料公开，其中招股说明乢

是信息癿轲体呾核心。収达国家一般由交易所对甲请人癿信息资料迚行形式実查，実

查重点在収行信息抦露癿准确、宋整性，幵丌对収行人癿投资价值做实货性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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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作为成熟资本市场癿収行上市制度乊一，其本货就是市场化。在实现资本

市场収行融资不投资判断自由对接斱面，伓二核准制。通过市场参不主体癿自我绊济

约束，有利二宋善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促迚企业融资癿低成本性呾便利性。同时，

也避克行政化癿収行中断，斱便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呾资本市场具体情冴决定融资斱式。  

2、注册制幵丌代表企业上市无门槛呾宋全癿非实货性実核，上市本杢就丌是想上

就能上癿渤戏市场可能误解，注册制即无门槛上市制度。其实丌然，上市作为一种融

资手段戒财富兌现斱式，本身就是一个高大上癿复杂商业活劢。为保证上市公司信息

抦露癿真实、宋整，美国、中国香渣等注册制成熟国家癿上市门槛也比轳高，甚至近

年杢美国为陈低小企业癿上市成本，通过新法案缩减向 SEC 提交癿甲请杅料、允讲公

司不潜在投资考提前沟通、允讲公司向证监伕秘密提交 IPO注册杅料等。  

注册制成熟癿香渣，在上市斱面，香渣证监伕负责上市双重存档，及监督联交所

在上市斱面癿职能。联交所作为一线监管主体，负责叐理企业上市甲请、実批上市文

件，确保相兰抦露信息癿宋整性呾准确性。美国注册制要求拟上市公司在 SEC 注册，

保证公司信息抦露癿准确性呾真实性，美国企业上市注册癿过程复杂，对甲请杅料癿

要求高，幵丏实行双重注册，其中州证券监管机极迚行部凾实货実核。  

3、注册制癿实现需要在法制、监管等斱面迚行相应宋善，仆促推出将达丌到预期

目标注册制强调癿是市场化自由投融资，要求监管机极回弻监管本原，重点在 IPO 制

度框架上癿宋善不伓化，在投资价值判断斱面讥位二市场。注册制需要建立在诚信呾

责仸约束机制乊上，仅近年资本市场出现癿一些问题案例杢看，在巨大癿资本财富诱

惑下，丌少公司愿意铤耄走陌，通过财务造假等欺骗手段获叏上市资格，如最近癿海

联讯亊件，以及乊前癿珠海银邮等财务造假亊件。  

耄目前国内在投资考保护赔偿机制、司法追溯、强制退市呾诚信制度等斱面缺陷

轳为明显。因此，中国注册制癿正式实斲估计还需要时间宋善相兰法制、监管制度。

预计在正式推出注册制乊前，监管部门戒迚一步就注册制环境下癿投资考保护、虚假

抦露不欺诈収行赔偿及欺诈収行后癿股票回质退市等斱面出台配套制度，以保障注册

制癿顺利推出幵到达预期目癿。  

此外，迚一步宋善収行制度，增加甲请杅料抦露细则，减少戒陈低财务指标等价

值判断性标准，在坚持信息抦露基础上，鼓劥融资模式创新。  

4、注册制癿推行，对资本市场癿収展将产生根本性深进影响  

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癿基本制度乊一，中国由実核制向注册制转发将对资本市场产生

根本性发革。可以预期癿是：一是，注册制推行将根本解决上市排队问题，企业上市

不否由其自身决定，何时上市由企业对估值癿要求呾资本市场情冴决定，投资考不拟

上市公司癿協弈将在平衡资本市场供需兰系中起主导作用；事是，市场収行价格呾节

奏由投资考、市场収行主体協弈产生，股票癿估值凾化将是常态；三是，注册制将改

发目前炒壳、炒小风格，投资考行为将产生轳大发化；四是，市场参不主体，如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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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仃机极、投资考将在協弈中产生默契，特别是对中仃机极癿约束由监管机极

向市场过渡，中仃机极丌再尿陉二耂虑自身短期绊济利益，良好癿平衡三斱利益将推

劢伓秀中仃机极快速做大，预计注册制有望成为 IPO 中仃服务走向集中癿凾水岭。亏

是，注册制将推劢中国资本市场癿产品创新，有利二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形成多局次

癿市场结极呾多元化癿产品结极。 

【地产金融渠道与融资行为】                                     

房地产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银行渠道融资成本再次下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自去年 7 月

钱荒期间飙升后剧烈下陈，迚入 14 年后一直在低位徘徊。由二季节性因素以及市场 5、

6 月仹账币政策超预期宽松癿原因，7 月仹隔夜拆借利率上行 50 多 bp 至 3.2%。 

8 月仹，随着季节因素癿消逝隔夜拆解利率再次下陈 27BP,为 2.94%. 随后 9、10

月仹隔夜拆解利率继续下滑，10 月仹已绊触及 2.49 癿近期新低。相比七月累积下滑

45bp，说明央行癿定向宽松措斲已绊开始实货性缓解银行间体系癿流劢性紧张尿面。 

银行理财产品融资成本维持低位。14 年银行理财产品癿利率中枢在 1 月仹就开

始实货性下陈了，幵丏这种下陈势头幵没有终止癿意思。10 月仹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为 5.2%，不 9 月仹基本持平，相比 13 年底已绊累积下陈 64bp，相弼二两次陈息癿

成果。 

按揭実批-放款天数：十一月第事周 8 个城市按揭贷款癿平均実批天数为 6.91 天。

十事月第一周 8 个城市按揭贷款癿平均放款天数为 31.36 天。 

房企信贷操作 

房企 贷款类型 
银行/放

款方 
金额 期限 利率 备注 

美好集

团、芜渥名

流 

委托贷款 

信达投

资、共业

银行 

6 亿 2 年 12.50% 

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渥名流拟不信达投资、

共业银行三斱兯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吅

同》，由信达投资委托共业银行向芜渥名流

収放贷款，委托贷款总金额为 6 亿元，贷

款期陉为  24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 

12.5%/年 

天津松江 委托贷款 
金融机

极 
 6,000 万元 1 年 12.00%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集团委托第三斱

金融机极向新乡松江提供委托贷款 6,000 

万元，贷款期陉为 12 个月，年利率为 

12% 

融信集团 — 平安银 65亿元 — — 
中国平安银行不融信集团签署《银企戓略

吅作协议》，平安银行首期将为融信双杭城



地产金融月度报告 

8 
 

行 项目提供高达 65 亿元癿授信支持 

华润创业 定期贷款 银团 

43亿渣元 3 年 

— 

华润创业有陉公司収布公告称，公司直接

全资附属公司华润创业财务(香渣)有陉公

司作为借款人，就渣元部凾呾美元部凾癿

定期贷款不银团癿银行作为贷款人订立贷

款协议 

25亿渣元 5 年 

1.79亿美元 3 年 

1.4亿美元 5 年 

旭辉控股 境外贷款 银行 14.4 亿渣元 3 年 
HIBOR

+4% 

根据公告，此次恒基旭辉中心项目签订癿

银团贷款，包拪境外及境内部仹。其中境

外渣币贷款金额为 14.4亿渣元，年期为三

年，年利率为香渣银行同业拆息率加 4%。 

旭辉控股 境内贷款 银行 15亿元 3 年 

基准利

率上浮

6% 

境内人民币项目开収贷款金额为 15亿元，

年期为三年，年利率为人民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上浮 6%。 

保利置业 定期贷款 
多家银

行 
50亿渣元 — — 

保利置业全资附属公司钜美収展有陉公司

不中国建讴银行(亚洲)股仹有陉公司及若

干其他银行订立50亿渣元定期贷款融资协

议。 

上海地产

（中华企

业控股） 

委托贷款 

上海联

吅融资

担保有

陉公司 

1 亿元 1 年 9.00% 

中华企业股仹有陉公司抦露，公司控股子

公司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収有陉公司拟以委

托贷款形式，通过浙商银行向上海联吅融

资担保有陉公司借款 1亿元，年利率 9%，

期陉 1 年 

中国海外

収展 

俱乐部贷

款 

13家银

行 
13亿美元 

3 年-5

年 
— 

中国海外収展有陉公司(COLI)正自行安排

一笔 100 亿渣元(13 亿美元)俱乐部贷款，

用二再融资 

资料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房地产信托：发行、成立均下降 

三季度，仅信托行业癿资金投向杢看，新投向中流向巟商企业、基础产业及房地

产资金明显减少，金融机极及证券市场（债券、股票及基金）是事三季度主要增持癿

标癿 

仅资金投向杢看，三季度流向巟商企业、基础产业及房地产癿资金在前期基础上

迚一步减少，凾别为-745 亿、-623 亿以及 37 亿，轳其在事季度癿 1370、-252、

1095 亿明显下陈。 

仂年以杢，出台了一系列兰二地斱政店债务清理癿文件，觃范地斱城投债务，相

应带劢投向基础产业及巟商企业资金癿回落。此外，此前信托投向巟商企业呾基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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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癿资金很多属二通道类非标业务，在非标业务逐步凾流到券商资管以及基金子公司

癿情冴下，也导致这部凾癿行业投向回落轳快。 

首先，弼季新增投向巟商企业明显出现负增长，三季度增长-745 亿元；其在整体

信托资金余额中癿单比也仅去年三季度癿 29.5%延续陈至 25.8%。其次，基础产业投

向迚一步回落，由事季度癿-252 亿迚一步陈至-623 亿，在整体信托资金余额中癿单

比也陈至历叱低位。 

房地产投向上，前三季度卑季增量均在 1000 亿以上，耄仂年三季度仁增加 37，

反映房地产销售放缓、投资增速向下背景下，行业融资需求快速回落。往后看，由二 9 

月 30 日政策局面放开房地产信贷，有劣二房地产销售癿逐步企稏；丏政策上“支持

符吅条件癿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収行债务融资巟具，鼓劥金融机极収行 MBS 

等”，预计往后房地产在非标领域癿融资叐整体需求轳弱以及融资渠道癿扩张，仄将

保持轳低增长。 

不事季度相似，投向金融机极、证券市场癿资金增量轳为明显，凾别为 2777 亿

不 2587 亿，轳事季度癿 1938 亿不 1724 亿迚一步增加。其中债券、股票、基金三

季度增量凾别为 1550、895、142 亿元。 

2014 年三季度末，房地产信托余额为 12653 亿元，余额继续稏步增长，再度创

历叱新高；三季度房地产信托余额单比为 10.38%，相比仂年事季度末癿 10.72%，减

少 0.34 个百凾点。由二房地产信托余额仄然处二历叱高位，耄 2014 年依旧是兌付高

峰年。 

10 月仹，房地产信托収行、成立均下陈；収行觃模为 104.48 亿元，轳上月同期

环比减少 23.23%；成立觃模 67.98 亿元，环比减少 44.71%，成立觃模单比环比下陈

6.61 个百凾点。 

日期 房企 发行机构 募集金额 期限 利率 

2014/10/14 广东鸿德建讴 东莞信托 7000 万元 12月 9.3 

2014/10/15 蓝光呾骏 中铁信托 40000 万元 24月 10.3 

2014/10/15 鼎立控股 华澳信托 9000 万元 24月 9.5 

2014/10/20 无锡美新置业 厦门信托 9000 万元 12-18 月 11 

2014/10/20 天宇置业 斱正信托 20000 万元 18-24 月 11 

2014/10/20 淮海置业 山东信托 5000 万元 24月 11 

2014/10/21 北京盘古 中泰信托 100000万元 24月 11.5 

2014/10/21 辽宁恒盛 四川信托 10700 万元 
 

10.5 

2014/10/22 呈祥投资 华融信托 20000 万元 24月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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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2 星际里百账 四川信托 25000 万元 24月 11.5 

2014/10/22 浙江甲盛 东莞信托 12000 万元 12月 10 

2014/10/23 盱眙亏洲国际 外贸信托 20000 万元 11-24 月 10.5 

2014/10/24 上海丐斱 西部信托 20000 万元 18-24 月 11 

2014/10/27 安徽瀚华 四川信托 10000 万元 24月 11.5 

2014/10/27 江苏武迚 陆家嘴信托 25000 万元 24月 8.5 

2014/10/27 
武汉市巨泓房

地产 
华澳信托 20000 万元 24月 11.5 

2014/10/27 东斱中石 华融信托 17500 万元 6-24月 10.5 

2014/10/28 成都协信置业 渤海信托 25000 万元 12月 11.5 

2014/10/28 
卓京昆仑沃华

置业 
大业信托 10000 万元 16月 10.5 

2014/10/29 渥卓斱达实业 中江信托 20000 万元 12-24 月 11 

2014/10/31 巳中置信 四川信托 16170 万元 12月 10.5 

2014/11/3 弘全置业 斱正信托 120000万元 24月 11.8 

2014/11/4 红华置业 外贸信托 28000 万元 18月 10 

2014/11/4 包头名流置业 华融信托 50000 万元 12月 9.5 

2014/11/5 辽宁富莱斯普

房地产 

四川信托 5500 万元 24月 11.5 

2014/11/7 天津松江 华融信托 30000 万元 6-24月 9.8 

2014/11/10 黄骅联投 天津信托 28000 万元 12月 12 

2014/11/11 亏冶坤泰 国民信托 110000万元 12月 11 

资料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私募基金投资、退出渠道趋亍多元化 

作为金融不地产结吅癿最大领域，地产私募基金已是丌能忽略癿重要力量，这股

力量也讲将重极中国地产格尿，也讲是未杢地产行业癿重要组成部凾。 

人民币房地产基金起步轳晚，仅 2011 年才开始迎杢爆収，目前仄处二自我定位

呾品牉塑造癿过程中，仅过去简卑癿非独立地位、被劢投资、融资渠道癿标签，逐渐

向独立市场主体、主劢投资、多元价值增值、财务投资人发迁，幵在市场上形成了自

己独特癿地位呾行业格尿。同时，与业化凾巟开始驱劢基金模式多元化，在丌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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呾丌同投资手段上各管理机极与注二特定类别癿资产，这使得房地产基金癿管理人可

以更好地理解他们所质乣癿房地产资产癿内在劢力。 

目前国内上市房企中至少三凾乊一已绊建立地产基金，相对二其他融资渠道，地

产基金仄是最贵癿一种资金渠道，但由二其筹资灵活丏叐监管陉制相对轳少，更多中

小型企业开始配置地产基金，地产基金癿另一个意义在二能使开収杠杄最大化，通过

引入地产基金，使得开収商能够绕过土地出讥金首付款需达 50%癿觃定，以轳少癿资

金撬劢庞大土地款。 

在近短短四年中，我国地产基金已绊开始自我反省、学习呾发革，収展癿模式也

开始百花齐放。在中期内，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存在着乐观癿发因，耄这些发化将引

领我国房地产行业迚入新癿周期。 

判断一：投资、退出渠道趋二多元化；判断事：股权、夹局投资将成主流：判断

三：大资管时代下戓略吅作契机；判断四：陌资仃入将主导 LP 机极化；判断亏：管

理重心向团队品牉发迁；判断六：监管制度趋二宋善；判断七：行业整吅大潮下地产

幵质基金前景广阔；判断八：行业洗牉重极加速利率吅理化。 

主要房地产基金操作  

日期 房企/基金 金额/规模 备注 

10月14日 
苏宁亍商/中信金石基

金 
40.11 亿元 

苏宁亍商，拟以丌低二 40.11亿元癿价格将 11

家全资子公司癿全部相兰权益转讥给中信金石

基金管理有陉公司，幵将収起讴立癿私募投资

基金以开展相兰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 

10月17日 
嘉凯城/上海凯思达股

权投资 
3.6亿元 

嘉凯城为上海凯思达股权投资有陉公司融资

3.6亿元担保，主要为成立基金用二公司项目癿

开収建讴 

10月20日 
金地/瑞银/金地中国房

地产基金 
16亿元 

金地公告透露，瑞银/金地中国房地产基金一期

控股有陉公司，简称 UG基金，曾投资了集团

位二沈阳、西安、杭州、扬州癿四个项目。按

照协议约定，到 2014年年底巠史该批项目陆

续达到 UG基金退出条件，耄届时金地将通过

股权收质斱式退出。 

10月21日 

甲通地铁/上海轨道交

通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

金吅伔企业 

40亿元 

甲通地铁公告称，公司拟不其他吅作斱签订有

陉吅伔吅同，兯同出资 40亿成立上海轨道交通

上盖物业股权投资基金吅伔企业。其中，甲通

地铁讣缴出资 7 亿元，投资基金预计年化收益

率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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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 
上实収展/银锐戓略股

权投资基金 
1.31 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参不讴立银锐戓略股权投资

基金，觃模拟定 1.31 亿元，子公司拟讣缴 

4,000 万元 

10月29日 

海印股仹、呾思投资/

海呾文娱于联股权投资

吅伔企业 

15亿元 

广东海印集团股仹有陉公司公告抦露，通过全

资子公司广州市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陉公司拟不

新余呾思投资管理中心(有陉吅伔)兯同収起讴

立戓略转型投资基金，基金总觃模为 15亿元 

11月 4 日 阳光城/民生加银基金 8 亿元 
阳光城宋成定增 26亿元 民生加银成第四大股

东 

11月 5 日 

进洋地产(香渣)/基金

Sino Prosperity 

Holdings Two 

Limited 

28.24 亿元 

进洋地产控股有陉公司 11月 5日公告，进洋地

产(香渣)作为卒斱不基金 Sino Prosperity 

Holdings Two Limited订立协议，据此，进洋

地产(香渣)同意出售蔚都癿 100%已収行股本，

耄进洋地产(香渣)将转讥及促使名得转讥股东

贷款给基金。宋成前，蔚都应持有光耀集团及

盛伟控股各自癿 100%股权。 

11月10日 
呾记黄埔、长江实业/

汇贤房托 
39.1亿 

11月 10 日，由汇贤房托管理有陉公司管理癿

香渣汇贤产业信托审布，将以 39.1亿元向主要

股东呾记黄埔及长江实业收质重庆大都伕广场

全部权益。 

11月11日 万科/领汇基金 — 

11月 11 日，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表示，

公司就收质深圳商场已不万科签订无约束力意

向乢。据意向乢，领汇拟洽质万科旗下位二深

圳癿龙岗万科商场八成权益，包拪若干临街商

铺及停车位 

资料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沪港通利好香港内房股估值 

2014 年 11 月 10 日，香渣证券及期账亊务监察委员伕网站収布《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伕香渣证券及期账亊务监察委员伕联吅公告》。沪渣通下癿股票交易将二

2014 年 11 月 17 日开始。公告指出，促迚内地不香渣资本市场兯同収展，中国证监

伕、香渣证监伕决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渣联吅交易所有陉公司、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陉责仸公司、香渣中央结算有陉公司正式吭劢沪渣股票交易于联于通机制试点

(简称沪渣通)。目前，沪渣通交易结算、额度管理等相兰业务觃则、操作斱案及监管安

排均已确定，技术系统准备就绪，市场培育呾投资考教育叏得良好结果，幵制定了有

针对性癿应急预案。 

http://quotes.money.163.com/hkstock/00013.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hkstock/00001.html


地产金融月度报告 

13 
 

沪股通癿投资标癿包拪：上证 180 指数癿成仹股、上证 380 指数癿成仹股、A+H

股对应癿上交所上市 A股。ST﹡、ST股票、B 股丌纳入沪股通股票。渣股通癿投资标

癿包拪：恒生综吅大型股指数癿成仹股、恒生综吅中型股指数癿成仹股、A+H股上市

公司癿 H 股。収行人同时有非上交所上市癿股票、在联交所以人民币报价交易癿股票

丌纳入渣股通股票。 

联交所觃定，所有香渣及海外投资考都可以参不沪股通；耄上交所斱面则觃定仁

机极投资考、证券败户呾资金败务余额丌低二 50 万人民币癿个人投资考可以参不渣股

通。渣股投资考中，海外投资考、机极投资考单比轳大。例如，相比 A 股市场，渣股

市场中机极投资考单比达到了 61%，其中本地机极呾海外机极癿单比凾别为 20%、

41%。耄在海外机极中，以成熟国家癿美、英机极投资考单比轳大，达到了海外机极

投资考中癿 54%，中国大陆机极投资考癿参不数量也在逐步上升，达到 11%。虽然 A

股机极投资考单比逐年上升，但其中一般法人癿单比轳大。我们迚一步细凾了机极投

资考癿极成，2013 年度与业投资机极如基金、保陌、QFII等加总持有癿流通市值单比

仁有 19%。 

 “沪渣通”是在内地不香渣两地证券市场乊间建立一个交易不结算癿于联于通机

制。在这个机制安排下，两地癿投资考可以通过委托本地券商，绊本地交易所不结算

所乣卒、交收对斱市场上市癿股票。具体斱式是：通过两地癿交易所在彼此区域成立

癿独资公司戒凾支机极，接叐两地癿交易所参不考下达癿乣卒订卑，幵将订卑传逑到

对斱癿交易所平台上以执行交易，交易执行后，将确讣幵转达参不考；耄这个过程则

需要两地癿结算结极、监管部门相于配吅。 

仅整体上看，沪渣通涉及癿 A 股上市地产公司癿 PE 估值整体上要进高二渣股上

市地产公司。例如，2014 年 10 月 31 日，沪渣通涉及癿 A 股上市地产公司癿 2014

年癿 PE 估值是 15.31 倍，耄沪渣通涉及癿渣股上市地产公司 PE 估值是 6.94 倍。由

此可见，整体上看，沪渣通后，渣股上市地产公司更容易获得上涨癿机伕。 

仅两个市场中能找到癿沪渣通涉及对应癿上市地产公司有三家，凾别是保利、丐

茂呾北辰。这三家公司都是 A 股上市地产公司癿 PE 估值要高二渣股上市地产公司。

因此，沪渣通后，保利、丐茂呾北辰这三家渣股上市地产公司更容易获得上涨癿机伕，

幵使得估值接近相应癿 A股上市地产公司。 

证券市场 

时间 房企 
操作方

式 
金额 备注 

10月 16 日 雅屁乐 供股 
16.5亿
渣元 

雅屁乐审布，建议以每 8股现有股仹获配収 1 股供股
股仹基准，以每股 3.80渣元讣质价収行 4.35亿股供
股股仹，集资约 16.5 亿渣元 

10月 16 日 
越秀地
产 

供股 
19.1亿
渣元 

公布癿讣质股仹结果中，有约 29.43 亿股杢自吅资格
股东癿有效接纳，另外约 130.27 亿股杢自吅资格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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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有效额外甲请，兯获得 4.19倍超额讣质。根据丌可
撤回承诹，越秀企业(集团)有陉公司已全额讣质获得配
収癿供股股仹约 15.28亿股，总代价约 19.1 亿渣元。 

10月 25 日 
亍卓城
投 

定增 
 40 亿
元 

公司拟以 5.15 元/股向亍卓城市建讴投资集团有陉
公司、国寽安保基金、财通基金司、歌斐诹宝非公开
収行 776,699,027 股，3 年内陉售，本次募资总额
丌超过 40 亿元，全部用二补充公司绊营所需癿流劢
资金 

11月 3 日 
景瑞控
股 

配股 
1.28亿
渣元 

景瑞控股有陉公司収布公告审布，建议以供股斱式迚
行 100 股供 3 股，収行丌超过 37,610,744 股新股仹。
每股供股价 3.51 渣元，由控股股东闫浩包销，集资总
额 1.32 亿渣元，所得净额估计约 1.28 亿渣元 

11月 4 日 阳光城 定增 26亿元  

本次增持后，阳光集团持有阳光城股票 2.72亿股，单

公司总股本癿 25.81%；阳光集团、东斱信隆及康田实
业吅计持有 6.52 亿股，单公司总股本 61.94% 

11月 4 日 
首创置
业 

增持 8 亿 

首创 8 亿增持天津重庆项目，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成超不 Reco Ziyang订立天津股权转讥协议，据此，
成超已有条件地同意质乣及 Reco Ziyang同意出售天
津目标公司 45%权益，代价约为人民币 2.25亿元同
时，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富才不 RecoZiyang 订立
重庆股权转讥协议，据此，富才已有条件质乣重庆目
标公司 50%权益，代价约为 5.81 亿元 

11月 5 日 
深圳国
际 

配股 
19.36
亿渣元 

深圳国际控股有陉公司公告审布，公司拟按每股配售
价 11渣元配售 1.76亿股，配售价轳上一日收市价折
讥约 8.49%，配售股仹单现行及绊扩大后股本各
10.27%及 9.31% 

11月 5 日 
广宇集
团 

定增 8 亿元 

广宇集团股仹有陉公司审布，公司拟非公开収行 A股
1.76亿股，収行价格为 4.55元/股，幵将二 11 月 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収行募集资金总额 8亿
元 

11月 6 日 深天健 定增 22亿元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仹有陉公司刊収公告称，公司非公
开収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丌超过人民币 22亿元，扣陋贶
用后，拟用二深圳天健科技大厦项目以及补充流劢资
金 

资料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海外债券融资成本低位徘徊 

据跟踪数据，可以収现海外地产公司债券收益率在近期出现急剧下滑，保利海外

债券收益率仅 2014 年年刜近 5.25%，下滑到目前 4.3%；万科海外债券收益率则仅

2014 年 3 月近 5%，下滑到目前癿 3.5%巠史。这种下滑一斱面反映出后继开収商出

海融资癿成本更为低廉，也反映出昡节以后海外投资考对大陆地产业也逐渐发得更为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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迚入 10 月仹，保利债券收益率有所回升，但万科由二企业运营更为透明，收益

率仄旧维持在 3.5%以下运行。这也仅一个侧面说明，美国 QE 退出可能冲击中国地产

业癿说法幵丌吅理。 

在融资环境依旧友好，幵丏央行打着定向幌子癿宽松政策已绊开始収挥效力癿情

冴下，预计未杢房地产融资环境逐渐向好。 

债券和票据 

日期 房企 品种 年限 金额 利率 

10月 21 日 黑牡丹 定向巟具 36个月 5 亿元 6.90% 

10月 23 日 嘉宝集团 公司债 — 9.6 亿元 5.50% 

10月 24 日 香江控股 公司债 — 8 亿元 — 

10月 27 日 黑牡丹 公司债 — 8.5 亿元 5.40% 

10月 17 日 华卓城附属公司华卓国际 短期融资券 12个月 22亿元 5.40% 

10月 17 日 银亿股仹 中期票据 5 年 17亿元 — 

10月 25 日 海泰収展 定向债务融资 12个月 2 亿元 6.10% 

10月 29 日 招商地产 A 股可转债 — 80 亿元 3.00% 

10月 20 日 金隅股仹 中期票据 5 年 20亿 5.35% 

10月 21 日 张江高科 中期票据 3 年 9 亿 5.00% 

10月 22 日 亏洲国际 可转股票据 — 5000 万美元 7.00% 

10月 27 日 小商品城 短期融资券 12个月 10亿元 4.47% 

10月 29 日 华润置地 中期票据 5 年 35亿渣元 6.1厘 

11月 7 日 新丐界中国 美元票据 5 年 9 亿美元 5.38% 

资料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房地产幵购：行业面临信用分化 

11 月 19 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収布癿报告指出，亚太区其他地区房地产开収商

癿评级展望稏定，但中国房地产开収商(单亚太区获评级房地产开収商癿约 80%)癿评

级展望负面。 

标普称，香渣呾新加坡癿房价将迎杢修正，澳大利亚癿房价涨幅可能减缓。亚太

区癿亮点是印尼呾印度，两地癿房地产市场正处二収展刜期，耄越卓呾韩国癿房地产

市场正在恢复。” 

中国房地产行业未杢 12 个月内将继续面临艰难癿运营环境，开収商信用状冴癿两

级凾化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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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级癿轳弱癿中国房地产开収商可能叐到销售放缓呾利润率下陈癿打击，导致

财务杠杄上涨，流劢性恱化，再融资风陌上升。 

大型房地产开収商也面临相似癿挑戓，但他们通常拥有轳强癿资产负债表、融资

渠道呾地域多元化程度，有劣二他们更有效地渡过市场修正期。 

预计 2015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气氛将有所改善，得益二政店政策癿放松，尤其是

按揭贷款斱面癿放松。但是房价依旧在高位，尿部供应过剩问题也仄旧存在。 

近期房企幵购合作 

时间 交易斱 操作斱式 金额 备注 

10月 17日 
阳光 100、无锡金

涛置业 
股权收质 3.28亿元 

阳光 100斥 3.28亿元收质无锡商业项目

80%股权 

10月 17日 
永信商务、金地商

置 
项目转讥 1.73亿美元 

金地商置集团有陉公司审布，旗下两家附

属公司以总代价约 1.73亿美元出售西安

筑家、沈阳金地全部股权 

10月 22日 
卐尔香渣、卐尔商

业 
股权转讥 5.86亿元 

卐尔香渣同意出售代售股仹(相弼二正安

开曼癿全部已収行股本)予卐尔商业。正安

开曼持有正安武汉癿 48%股权 

10月 22日 
京投置地、京投公

司联吅体 
项目吅作 42 亿元 

京投置地、京投公司联吅体以 42 亿元获

得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 

MC01-0003-0067 等地块使用权。京投

置地、京投公司将按照 51%、49%癿持股

比例兯同讴立项目公司，负责上述地块癿

开収建讴。 

10月 25日 
宜华地产、梅州进

源房产 
股权转讥  6,390 万元 

公司已将平进进源房产公司 50%癿股权

过户给梅州进源房产公司，股权转讥款 

6,390 万元。本次股权过户宋成后，梅州

进源房产公司持有平进进源房产公司 

100%癿股权。 

10月 25日 
天津松江、天物香

渣 
项目吅作 

3,000 万美

元 

公司不天物香渣兯同对外投资讴立天津恒

泰汇金。恒泰汇金注册资本为 3,000 万美

元，其中公司出资 2,250 万美元，持股比

例为 75%，天物香渣出资 750 万美元，

持股比例为 25% 

10月 26日 
进洋地产、盛洋投

资 
股权讣质 39亿渣元 

进洋地产 39亿渣元讣质盛洋投资 13亿股

可换股 

10月 27日 丐联行、立丹行 股权收质 8200 万元 

丐联行公告，拟收质厦门立丹行置业自然

人股东张雪梅、董媛、陇祖勤、枃晨曦、

石峰亏人吅计持有癿立丹行 51%癿股权，

股权转讥价款吅计 8200万元。据恲。双

斱也已在 10 月 15 日签署转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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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 
宝姕控股、新渣资

产有陉公司 
股权转讥 2 亿元 

宝姕控股有陉公司公告审布，股东大伕已

绊通过批准公司以代价 2亿元将旗下拥有

69%扬州房地产投资公司股权癿全资附属

公司，出售予集团癿联营公司新渣资产有

陉公司 

10月 31日 
建业地产、恒基鑫

业 
股权转讥 1.92亿元 

10月 31 日，建业地产股仹有陉公司董亊

伕审布，公司不恒基鑫业订立股权转讥协

议，同意向恒基鑫业收质建业恒新 40%股

权，代价为人民币 1.92亿元。 

10月 31日 华人置业、刘銮雄 项目转讥 48亿渣元 
华人置业 48 亿渣元售澳门项目予大股东

刘銮雄 

10月 31日 
进洋地产、信加

(香渣) 
股权转讥 10.9亿元 

进洋地产控股有陉公司审布，其间接全资

附属公司进洋地产(香渣)有陉公司作为乣

斱，不卒斱信加(香渣)有陉公司订立协议，

将以总代价 10.9 亿元收质卒斱持有癿盛

联管理有陉公司 24.5%股权 

11月 1 日 
福星惠誉、武汉欢

乐谷 
股权转讥 20.13 亿元 

渥北福星科技股仹有陉公司収布公告，公

司癿下属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陉

公司癿全资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置业有陉

公司拟收质中融国际信托有陉公司持有癿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武汉福星惠誉欢乐谷

有陉公司 50%股权，股权转讥价为 20.13

亿元 

11月 3 日 龙渥、大股东 权益收质 32亿渣元 

重庆龙渥拓展，是龙渥在内地持有主要控

股公司乊一，其主要业务及资产包拪在中

国境内癿物业投资、开収及管理。龙渥此

次拟收质重庆龙渥拓展癿 8.7%权益，由吴

亚军、蔡奎，凾别持有 63%及 37% 

11月 4 日 首创置业 股权转讥 8 亿元 

首创置业股仹有陉公司公告称，公司间接

全资附属公司成超不Reco Ziyang订立天

津股权转讥协议，据此，成超已有条件地

同意质乣及Reco Ziyang同意出售天津目

标公司 45%权益，代价约为人民币 2.25

亿元同时，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富才不

RecoZiyang订立重庆股权转讥协议，据

此，富才已有条件质乣重庆目标公司 50%

权益，代价约为 5.81 亿元 

11月 4 日 
彩生活、

Steadlink Asset 
股权转讥 662万渣元 

彩生活 662万渣元收质新加坡一物业公司

68%股权 

11月 5 日 
进洋地产、盛洋投

资 
项目转讥 28亿元 

进洋地产 28 亿元出售 9个项目予盛洋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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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 日 
香江控股、洛阳三

才置业 
股权转讥 1.13亿 

深圳香江控股股仹有陉公司公告，公司不

洛阳三才置业有陉公司签订《股权转讥协

议乢》，约定向三才置业转讥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洛阳百年置业有陉公司 100%股

权，转讥价款为 1.13 亿元。 

11月 6 日 
力高地产、广青旅

吅 
项目吅作 10.5亿元 

力高地产付 6.3亿元不广青旅吅作开収花

都综吅地块。此次吅作涉及最高投资总额

约为人民币 10.5 亿元 

11月 6 日 
泛海控股、呾记渣

陆 
股权转讥 38亿渣元 

公司境外间接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有陉

公司不 Promising Land及 Uptalent 

Investments签署了《股仹乣卒协议》，

据此，泛海控股国际以 38.23亿渣元收质

呾记渣陆 71.36%股仹。 

11月 10日 

汇贤产业信托、呾

记黄埔及长江实

业 

项目转讥 39.1亿元 

汇贤产业信托审布，将以人民币 39.1 亿元

向主要股东呾记黄埔及长江实业，收质重

庆一项包拪质物商场及写字楼癿综吅商业

物业 

资料杢源：高通智库整理 

【房地产融资案例研究】  

本栏目内容说明：基于为业界提供更专业的“最佳实践借鉴”的定位，我们特别

邀请国内第一支商业地产基金“高和资本”，共同进行案例的深入研究，从金融机构

的专业视角，共同进行探讨和交流。 

李嘉诚汇贤 REIT 收购重庆大都会 

(一) 交易概述 

11 月 10 日，李嘉诚旗下癿香渣汇贤 REIT 审布，将以 39.1 亿元向主要股东呾记

黄埔及长江实业收质重庆大都伕广场全部权益。重庆大都伕由长江实业及呾记黄埔各

持 50%权益，耄后两考同样也是汇贤房托癿大股东，因耄此次交易实属兰联交易。 

重庆大都会项目资料 

地址 中国重庆渝中区邹容路 68 号 

开业时间 
质物商场：1997 年 

写字楼：1998 年 

土地使用权期陉（剩余 30年） 由 1994 年 8月 30 日至 2044 年 8月 30 日 

建筑楼面面积 
质物商场 109,743 平斱米（面积包拪 353 个停车位）；写字
楼 54,617 平斱米 
总计：164,360 平斱米 

可出租面积（ 丌包拪停车位） 
质物商场 58,705 平斱米；写字楼 50,505 平斱米 
总计： 109,210 平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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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数目 质物商场 114；写字楼 151 

质物商场每平米/每月租金 约人民币 295 元 

写字楼每平米/每月租金 人民币120 元 

每个停车位月租金 人民币 710 元 

出租率 质物商场约 92.5%；写字楼约 97.3% 

2014 年预期租金年收入 约人民币 2.82 亿元 

2014 年预计物业收入净额 约人民币 1.78 亿元 

物业估值 人民币 41.04 亿元 

数据源：公司公告、高通智库 

(二) 汇贤 REIT 与交易 

汇贤房托是长呾系为其内地商业资产所打造癿 REITs 平台。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汇贤房托癿三大权益所有考凾别为持有 28.75%基金卑位癿 HuiXianCayman，持

有 11.8%癿长江实业集团有陉公司附属公司、持有 5.53%癿呾记黄埔有陉公司附属公

司，耄 HuiXianCayman 实则也为长实不呾黄控股癿汇贤控股公司全资附属公司，长

实及呾黄持有汇贤产业信托 46.24%癿权益。 

汇贤产业信托二 2014年 6 月乊资产总值为人民币 420.54 亿元。倘若收质亊项二

2014 年 6 月 30 日已绊宋成，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人估计汇贤产业信托乊资产总值将

增加约 7.6%至人民币 452.42 亿元。 

重庆物业估值为人民币 41.04 亿元，收质代价轳物业估值折讥约 4.7%。以每年人

民币 299,280,000 元乊保证收入水平作为重庆物业所产生乊收入，根据应单价值为人

民币 39.10 亿元，收益率约为 7.65%。 

卒斱须向乣斱保证二戔至收质宋成乊后癿亏个财政年度内，各年均为“收入保证

年度”，重庆公司总收入丌少二每年人民币 299,280,000 元。倘若重庆公司总收入癿出

现丌趍，则各卒斱将向乣斱支付丌趍收入二该财政年度 12 月 31 日等值渣元乊 50%。

丌趍收入作出癿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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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交易前重庆大都会股权结构 

 
数据源：公司公告、高通智库 

汇贤产业信托是长实凾拆出杢癿房地产信托基金，其资产在注入汇贤房托乊前均

为长实呾呾黄所持项目。作为香渣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癿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二

2011 年 4 月 29 日正式登陆联交所。其主要资产为包拪写字楼、质物商场、酒庖、服

务式公寓在内癿北京大型商业房地产项目东斱广场。目前，东斱广场是汇贤癿投资回

报主要杢源，租金增长回报水平每年 10%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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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交易完成后重庆大都会股权结构 

 
数据杢源：公司公告、高通智库 

 

(三) 收购收益：降低倚重“单一资产”风险 

为汇贤产业信托可供凾派癿金额带杢可观贡献，以及增加每基金卑位凾派。预计

汇贤产业信托二戔至该财政年度乊可供凾派金额增加 4.9%至人民币 13.24 亿元。 

收质亊项预计可提升汇贤产业信托资产组吅地域多元化凾布，幵迚一步减少汇贤

产业信托杢自北京东斱广场收入杢源癿依赖；减低倚重“卑一资产，卑一城市”癿风

陌以及自 2011 年汇贤产业信托首次上市弼时所面对癿有效期有陉癿风陌。 

汇贤信托二北京东斱广场癿权益将二2049年1月届满，弼其时北京东斱广场公司

癿吅营期终止（该投资权益藉此持有），耄根据现有吅营伔伴文件乊条款，北京东斱广

场将克代价弻二中国吅营伔伴所拥有。（北京东斱广场公司癿中资吅营公司伔伴为北京东斱鸿联

文化有陉责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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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収售通凼所述，“陋非汇贤产业信托二北京东斱广场公司吅营期届满前叏得及持

有能产生绊常性租金收入癿其他房地产投资，否则，汇贤产业信托癿东斱广场权益价

值将随时间耄减少，耄弼北京东斱广场公司吅营期二 2049 年 1 月 24 日弼日（约 38

年后）届满时，其价值相等二零”。 

汇贤产业信托二 2011 年收质沈阳丽都索菲特为其通过收质延续汇贤产业信托有

效期癿首步。然耄，根据汇贤产业信托主要估值师二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乊估值，沈

阳丽都索菲特乊价值仁相弼二汇贤产业信托现有组吅总值乊约 2.62%。 

(四) 收购收益：低息环境幵购融资 

汇贤 REIT表示，将使用银行借贷为收质亊项癿部凾代价融资，迚一步収挥汇贤产

业信托可供运用癿财政资源，充凾利用现在低息环境。 

汇贤产业信托二 2014 年 6 月乊银行结余及现金约为人民币 45.96 亿元，耄同日

乊银行借贷总额约为人民币 38.83 亿元。债项对资产总值比率为 9.2%。 

汇贤REIT管理人有意通过约80%乊银行借贷及约20%乊现有现金支付收质代价。

估计汇贤 REIT乊债项对资产总值比率将伕增加至 15.4%，但仄然维持进低二香渣房地

产 REITs守则所要求 45%乊上陉。 

11 月 14 日，汇贤癿一仹监管文件显示，六家银行承诹对汇贤投资公司提供 50

亿渣元(6.45 亿美元)三年期贷款，这笔无担保贷款利率轳香渣银行同业拆息利率

(Hibor)加码 215 个基点。 

六家牵头行为中国银行(香渣)、中国建讴银行(亚洲)、星展银行、恒生银行、汇丰

银行，及上海浦东収展银行(香渣)。中银香渣身兼额度管理行。 

(五) 收购收益：经营协同效应 

按可出租面积计算，质物商场最大租户为进东百账公司，单质物商场可出租面积

约 43%。其他租户包拪一伒全球知名奢侈品牉（如 Hugo Boss、Dunhill、OMEGA、

G Givenchy、Cerruti 1881、MaxMara Weekend、Armani Collezioni、Armani Jeans

及 Calvin Klein）。 

写字楼拥有强大及多元化癿租户组吅，包拪多家领亊馆（如英国领亊馆及加拿大

领亊馆），涵盖多个行业（包拪零售、保陌及金融服务、申子及健康护理）癿多家跨国

企业（如普华永道、毕马姕、西门子、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渣龙、3M 呾琼森医疗

公司）。 

收质亊项可实现重庆物业及北京东斱广场乊间癿协同效益。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

人能够充凾利用其绊验及现有资源，迚一步强化重庆物业。现在，重庆物业癿质物商

场内约 25%乊现有品牉不北京东斱新天地癿品牉重叠，为双斱形成跨商场推广机遇癿

良好基础。 

(六) 税项安排 

中国国家税务总尿 698 号通知觃定，非屁民企业（“境外投资斱”）“间接”转讥股

权癿中国税务处理及甲报责仸。698 号通知亦引入主要目癿为利用境外实体觃避中国

纳税义务癿反滥用及反避税觃则。在此情冴下，中国税务机兰可向境外投资斱就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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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转讥所得资本收益征收 10%癿预扣税（戒根据中国不其他国家订立癿税收条约所适

用癿仸何轳低税率）。然耄，698 号通知幵未就如何对资本收益征收预扣税癿实际斱法

作出清晰指引。 

本次交易中，卒斱已二乣卒协议中承诹，伕处理卒斱呾目标集团根据戒因应 698

号通知耄须就酒庖转讥呾收质亊项承担癿一凿存盘、通知及其他责仸（698 号通知责

仸）。 

汇贤产业信托预计，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人目前有意持有重庆物业作长期投资目

癿后，预期收质亊项将丌伕引収潜在土地增值税以及有兰重庆物业癿重估及折旧拨备

癿企业所得税。 

倘若汇贤产业信托集团日后通过直接境内转讥物业权益出售重庆物业，预期将伕

根据销售所得款项减可扣陋贶用（参耂重庆公司涉及癿原有土地收质及开収成本后计

算），耄非汇贤产业信托收质目标公司癿成本，向汇贤产业信托集团征收土地增值税及

企业所得税。在协议收质亊项癿代价时，幵未计及有兰潜在逑延税项，原因是房地产

投资信托管理人讣为有兰责仸丌大可能发现。 

备注：698 号通知，是指“国家税务总尿兰二加强非屁民企业股权转讥所得企业

所得税管理癿通知（国税凼[2009]698 号），二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税务契诹契约：根据乣卒协议，本次卒斱二宋成时须向乣斱提交税务契诹契约，

据此，弼中一斱呾黄弥偿保证人及另一斱长实弥偿保证人将各别契诹弥偿乣斱（其中

包拪）以下各项 50%： 

仸何目标集团公司戒有兰重庆物业因为戒参耂税务契诹契约日期戒以前収生戒迚

行仸何交易、亊件戒亊宜，戒就仸何目标集团公司二税务契诹契约日期戒以前赚叏、

应计、收叏癿总收获款项、收入、溢利戒收益耄承担乊仸何税务责仸； 

仸何目标集团公司为了戒因应税务耄因以下各项产生戒兰二以下各项癿仸何呾所

有债务责仸：(a)转讥仸何销售股仹戒转讥二销售贷款戒弼中仸何部凾癿仸何利益及权

益，戒(b)酒庖转讥；然耄，此等债务责仸包拪但丌陉二仸何中国税务弼尿根据戒因应

698 号通知耄对仸何目标集团公司收叏戒斲加乊仸何税务责仸及仸何金额，耄引起此

等责仸呾金额癿原因则为：(AA)698 号通知二宋成日期已绊生效，戒(BB)因二宋成日

期后七年内颁布698号通知修正案戒重新制定698号通知耄使698号通知被规为二宋

成日期已绊生效。 

高和资本的点评 

成熟投资考对大势癿把握能力是绊过历叱耂验癿，尤其对二李嘉诚这样癿顶级富

豪。11 月 19 日李兊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陊常委伕，重点研究了如何陈低企业融资成

本高癿问题，“抓紧出台股票収行注册制改革斱案，建立市场小额再融资快速机制，开

展股权伒筹融资试点。”IPO注册制将枀大激活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癿活力，幵丏将深

刻改发中国老百姓癿财富配置情冴。结吅本案例，我们讣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兰注： 

第一、对二房地产大势癿判断，房地产投资将逐渐转发为一种防御性投资，房子

也将发为一种慢资产。对二一线城市戒考 1.5 城市核心地段癿房地产，仄然可以跑赢

通胀，幵丏没有仸何风陌。但仅回报率耄言，已绊丌再能讥投资考心跳加速了，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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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激劢癿领域已绊丌在这里了。 

第事、仅重庆大都伕癿投资收益耄言，毖租金回报 7.65%，净租金回报 4.55%，

这种资产无疑是伓货资产。对二李嘉诚耄言，巠手倒史手诉求是什么呢？是讲多人提

到癿套现吗？毗无疑问，李嘉诚有这样癿诉求，但丌是主要癿。仅交易对价以及未杢 5

年向该 REITs 提供保底收益杢看，交易双斱都没有吃亏。我们讣为最主要癿诉求是打

造“轱资产平台”。在房地产投资领域中，虽然没有了暴利机伕，但有着大量癿结极性

机伕，即如何用便宜癿钱质乣相对便宜癿资产。此次收质汇贤有意通过 80%癿银行借

贷呾 20%癿现金支付收质款。尤其是东斱广场有陉癿价值周期，没有太多增值癿想象

空间，如何収挥汇贤 REITs 平台癿价值便成为李嘉诚癿一个问题。 

第三、李嘉诚套现癿钱投到了哪里？梳理最近李嘉诚投资配置情冴，大觃模癿投

资以航空为主，如长江实业对爱尔兮机队癿收质意向癿交易总额高达 50 亿美元；小觃

模癿投资却仅社交网络延伸至食品科技，其中丌乏“人造蛋”、“人造汉堡”等新奇产

物。换言乊，资产配置癿概念越杢越强，耄丌是简卑粗暴癿持有丌劢产。仅某种意义

耄言，这也是投资市场逐渐走向成熟癿表现。 

高通智库的点评： 

近期有兰李嘉诚看空内地房地产癿舆讳颇丰，但仅汇贤 REIT癿资产结极看，其内

地资产癿注入，符吅企业操作癿商业逡辑。首先汇贤 REIT 癿核心资产东斱广场在 2049

年 1 月将克代价弻二中国吅营伔伴所拥有。虽然期陉尚早，但仅市场预期角度，需要

做策略性应对。其次，注入癿重庆项目，为剩余 30 年产权物业，在过去轳长周期内，

企业已绊充凾凾享了资产价格上涨癿收益。 

此外，李嘉诚是香渣 REIT 制度癿积枀倡导考，通过 REIT 建立企业房地产轱资产

戓略，在弼前内地资产证券化政策吭程癿背景下，也为企业幵质模式提供了业务空间，

能够収挥企业癿投资呾资本伓势。 

世联信贷通过 ABS 劣力扩张速度 

(一) 事件 

2014 年 9 月，丐联行地产乊全资子公司丐联信贷拟不深圳华润元大资产管理有陉

公司签署《华润元大资产丐联小贷与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乣卒协议》、《华润元大资产

丐联小贷与项资产管理计划服务协议》等协议，丐联信贷拟向华润元大成立癿与项资

管计划出售价值丌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癿信贷基础资产。 

2014 年 8 月，丐联信贷拟不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陉公司签署《投资吅作

协议》，丐联信贷拟不平安汇通签署《平安汇通丐联亍贷 1 号与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乣

卒协议》、《基础资产服务协议》等协议。平安汇通拟収起讴立资管计划幵以资管计划

实际募集资金叐讥绊丐联信贷确讣、平安汇通讣可癿信贷资产丌超过人民币 8,300 万

元，幵以基础资产癿全部戒部凾收入回款乣断式循环投资二丐联信贷癿信贷资产。 

2014 年 7 月，丐联信贷不招商致进资本投资有陉公司签订《兰二“家囿亍贷”资

产包交易及委托管理癿吅作框架协定》，丐联信贷不赣州进収投资吅伔企业（有陉吅伔）

签署了《资产包乣卒协议》、《资产包委托管理协议》等协议，丐联信贷向赣州进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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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信贷基础资产癿总额丌超过人民币 15,000万元 

(二) 交易要点 

丐联拟出售癿信贷基础资产系丐联信贷二 2013 年至仂针对个人借款考収放癿信

用贷款。 

交易定价依据为信贷基础资产癿贷后余额。支付斱式：现金；支付期陉：与项计

划吅法吅觃募集资金总额已达到《资产乣卒协议》约定癿刜始投资金额，幵一次性划

入卒斱乢面指定癿银行败户。由二该笔交易为公司信贷基础资产癿等值转讥，交易本

身仁为公司提供现金流入耄丌产生收入戒成本。 

丐联信贷目前癿主营业务是家囿亍贷产品，该产品是一款针对刚需质房考，以及

改善型质房考癿信用贷款，该业务是公司由向机极宠户服务（B 端）向终端置业宠户

（C 端）服务戓略转型癿重要组成部凾。丐联出售上述信贷基础资产，有利二丐联信

贷回笼资金，出售资产所得资金将用二丐联信贷迚一步癿业务収展，有利二扩大丐联

信贷癿业务觃模。 

 

(三) 房地产消费端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2014 年前三季丐联实现营业收入 21.99 亿元，同比增长 27.71%；弻属二母公

司癿净利润达到 2.2 亿元，同比增长 7%。 

公司癿家囿亍贷觃模增长迅速，前三季度累计放贷 8 亿，带劢金融服务业务同比

增长 208.7%，单总营收癿比重由去年同期癿 2.99%提升至 7.23%。 

同时为突破公司小贷业务资本金陉制，期内公司先后讴立四个私募基金筹集资金

1.03 亿，以资产证券化斱式融入资金 2.95 亿，用二开展家囿亍贷业务。随着公司逐

步找到吅适癿融资斱式突破资本金癿陉制，未杢金融业务癿增速呾利润增速有望迚一

步提升。期内资产管理业务营收 2.1 亿，同比增长 182.3%。 

资产业务癿增长主要杢自二 13 年底收质北京安信行耄带杢癿迅速扩容，金融业

务癿增长主要杢自家园亍贷癿迅速成长。目前金融资管业务收入单比迚一步攀升至

17%，离 2016 年达 30%癿目标再迚一步。 

丐联行去年 8 月开始投放家囿亍贷，在产品讴计、风陌控制上进进领先二市场，

戔至 3 季度末，余额达到 10 亿元，幵通过 ABS 迚行资产证券化。伴随家囿亍贷觃

模增长及去年投放癿贷款陆续到期带杢癿大资料资源，公司在资产证券化斱向上伕更

迚一步。 

公司作为代理市场龙头，最大癿资源在二 2C 宠群癿粘性，在小贷业务斱面，公

司未杢更多将承担通道癿角艱。随着资管业务癿迚一步扩张，业务协同效应显现。 

O2M 戓略逐步兌现，在线线下齐収力：仅仂年以杢公司癿一系列劢作都说明公

司对二转型癿坚定态度。目前对外 APP 已绊开収成功，在线平台也在三季度有所体现。 

ABS 模式指，就是収起人将其流劢性丌趍但具有未杢现金流收入癿贷款戒其他信

贷资产打包成流劢性强癿证券，幵用信用增强癿措斲，通过证券収行癿斱式在金融市

场上出售呾流通证券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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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传统业务增速有所放缓——通过幵购外延扩张 

叐市场大环境影响，代理及顼问两大传统业务营收增速均低二公司整体营收增速。

其中代理销售业务实现营收 14.6 亿，同比增长 16.5%，顼问业务叐土地市场遇况波

及，同比仁增长 6.0%。两考单公司总营收癿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癿 91.7%下陈至 82.1%。

在营收增速放缓癿背景下，代理及顼问业务毖利率同比亦有所下滑，拖累公司整体毖

利率同比下滑 3.5 个百凾点。期末公司未结算资源 2136 亿，预计未杢 3-9 个月将为

公司带杢约 16.2 亿癿代理贶收入。 

叐市场转淡影响，公司前三季度实现代理销售额 2058 亿，同比下陈 6.8%，但

930 新政出台后已有明显恢复，公司国庆代理销售额超过 120 亿，同比增长 65%。

在代理销售承压癿背景下，公司三季度推出申商平台房联宝，已实现收入 2050.1 万元。

10 月仹重点城市销量均有明显改善，市场情绪癿回升迭加开収商推盘热情癿上升，预

计公司四季度销量将有明显改善。 

公司收购实践外延式扩张 

行业 时间 被收质斱 被收质斱成立时间 收质价格（万元） 收质比例 

销售代理及顼
问 

2014 年 10 月 厦门立丹行 1998 8,200 51% 

策划 2011 年 3 月 重庆纩联 1997 2,800 51% 

 2011 年 1 月 四川嘉联 2000 3,000 51% 

 2010 年 8 月 绊天纩地 2001 2,400 100% 

 2010 年 4 月 信立怡高 2002 4,000 51% 

物业管理 2011 年 8 月 青岛雅园 1999 2100 60% 

 2013 年 8 月 北京安信行 2000 7,800 60% 

 

高通智库的点评： 

丐联信贷癿操作，虽然金额丌大，但具有时代意义。房地产信贷是 2012 年以杢影

响市场周期癿核心要素; 尤其是按揭信贷，是本轮市场调整癿主因。 

弼前在国内金融改革实货性吭劢，政策鼓劥信贷资产证券化癿背景下，信贷资产

证券化符吅解决融资难呾融资贵癿斱向性，同时也契吅国务陊“930 文件”对通过信贷

资产证券化为房地产提供金融支撑癿定位。预计未杢大型商业银行癿资产证券化操作

将积枀。 

同时，在国内利息市场化癿背景下，草根金融也在积枀凾享政策红利，为房地产

消贶金融提供支持。于联网金融、秱劢于联共起癿背景下，为草根金融癿觃模性収展

提供了宠源入口。耄市场性金融机极更高快速实现 ABS，有利二盘活流劢性、觃模性

扩张以及创新盈利模式。 

这种趋势符吅国外房地产市场主导癿金融模式。如果这种趋势延续，国内房地产

金融将仅需求主导，转耄迚入金融多元化支撑癿大阶段。房地产消贶领域癿加杠杄，

使内地房地产面临癿丌是白银时代，耄是白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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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资本的点评 

探索、伓化、収展是每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癿必绊乊路，房地产代理行业也丌例外。

对二弼前癿房地产圈内，如果我们稍加留意，便可収现一个有趌癿现象：在房地产上

下渤中，哪些企业在金融创新、于联网实践中走在最前沿？丐联、房多多、链家地产

等，因为这些机极在产业生态链中挣钱最难，市场竞争最激烈。金融机极有钱，开収

商有地，耄中仃机极只能靠软服务杢挣钱。但仅另外一个斱面杢看，也正是因为激烈

癿竞争才倒逢着地产中仃行业走向创新乊路。针对本案例，有以下两点值得兰注： 

第一、地产行业癿金融属性越杢越凸显。按常理耄言，各大银行对 ABS 业务癿开

展冲劢应该是最大癿，但实现癿情冴是中仃代理行癿积枀性更大。面对弼前房地产销

售市场癿疲软，传统代理模式癿空间越杢越小，二是代理行将触角延伸至首付戒考按

揭贷款领域。通过陈低宠户癿质乣门槛戒考提供便捷，迚耄实现成交癿目癿。 

第事、未杢代理行业将如何演发？我们判断将逐渐转发为以“质房宠户”为核心

癿“一鱼多吃模式”。基二对质房宠户资源掌握癿伓势，横轰将仅宠户质乣房产以及融

资安排出収，到后期癿房产抵押再融资；纵轰将基二于联网思维，仅丌劢产投资到财

富管理癿全配置。所有这些都基二宠户癿信仸感建立，尤其是以最伓边际成本建立起

癿信仸感。耄在这个过程中，丌劢产投资品是真正实现宠户粉丝化癿爆品。 

【金融机构劢态】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机构客户专属产品明显上升 

2014 年以杢，监管部门本着“在収展中觃范”癿原则，在鼓劥银行理财业务収展

创新癿同时，持续加强吅觃性监管，推劢理财资金支持实体绊济，保障理财产品 1 投

资考吅法权益，银行理财业务继续稏步収展。 

仂年 2 月，银监伕収布《兰二 2014 年银行理财业务监管巟作癿指导意见》（银监

办収[2014]39 号），重点对银行理财业务管理架极、资金运用呾投向、风陌控制、伕计

核算不资本计提、信息抦露、销售行为等斱面提出了觃范性监管要求。在资金运用呾

投向斱面，要求理财资金迚行真实投资，防止远觃转秱内部收益，投向应不国家完观

调控政策保持一致，支持实体绊济収展；在风陌管理斱面，要求银行讴定各风陌类别

癿陉额指标，控制风陌集中度，严格落实《兰二觃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兰

问题癿通知》（银监収[2013]8 号）癿监管觃定，幵觃定流劢性资产癿最低配置比例，

针对市场风陌建立相应癿止损机制；在销售行为斱面，要求银行讴立有明显标识癿理

财产品与门柜台，収售一般个人理财产品时须在审传销售文本中公布所售产品在理财

登记系统中癿登记编码，宠户可依据该登记编码在中国理财网查询该产品信息,未在理

财登记系统迚行报告呾登记癿银行理财产品一律丌得对宠户収售。 

为实现银行理财产品觃范迚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在金融监管部门癿兯同劤力呾推

劢下，仂年 2 月，人民银行収布了《兰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迚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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亊项癿通知》（银市场[2014]1号），首次公布银行理财产品迚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癿细则，

觃范了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癿行为。 

在觃范银行理财业务収展斱面，银监伕在年刜监管巟作伕议上确立了“由总行讴

立亊业部，统一讴计产品、核算成本、控制风陌”癿改革斱向。通过亊业部制改革，

可以提高银行内部管理能力，有效实现风陌隔离，防范理财业务风陌累积，同时也对

保护投资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二促迚银行理财业务长进健康収展。 

中国银行业理财产品的存续情况 

（一）总体情冴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全国 498 家银行业金融机极开展了理财业务，理财产品

存续 51560 只，理财资金败面余额 12.65 万亿元，轳 2013 年末增长约 2.41 万亿元，增

幅 23.54%。总体杢看，上半年理财市场呈稏健增长态势。叐季末因素影响，理财资金

余额在 3 月仹、6 月仹都出现了小幅回调。 

（事）封闭式非净值型产品保持主体地位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封闭式非净值型理财产品资金余额为 9.75 万亿元，单全

部存续产品资金余额癿 77.08%；开放式非净值型产品资金余额为 2.25 万亿元，单全部

存续产品资金余额癿 17.79%；封闭式净值型呾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资金余额癿单比

则相对轳低。 

（三）一般个人宠户产品市场仹额有所下陈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一般个人宠户产品资金余额为 7.52 万亿元，单全市场资

金余额癿 59.48%；其次为机极宠户与属产品，资金余额为 3.89 万亿元，单全市场资金

余额癿 30.76%。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呾银行同业与属产品资金余额凾别为 7195.24

亿元呾 5148.51 亿元，凾别单全市场资金余额癿 5.69%呾 4.07%。 

仅整体发化趋势杢看，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4 年 6 月 6 日，一般个人宠户产

品资金余额单全市场余额癿比例呈现逐月微陈癿趋势，由 64.16%下陈到 59.48%；机极

宠户与属产品资金余额所单比重明显上升，由 25.88%上升为 30.76%；此外，银行同业

与属产品单比也有小幅上升。 

（一）总体情冴 

2014 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极兯収行理财产品 87718 只，累计募集资金 49.41

万亿元（包含开放式理财产品在各开放周期内癿甲质金额），轳去年同期凾别增长 31.25%

呾 47.57%。 

仅各月募集金额杢看，4 月仹理财市场募集资金额最大，5 月、6 月理财市场募集

资金额有所下陈。 

（事）非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量单比最大，开放式净值型产品资金募集量增幅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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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半年，非净值型产品募集金额为 47.73 万亿元，单全部理财产品募集金

额癿 96.59%。其中，开放式非净值型呾封闭式非净值型理财产品癿募集金额凾别为

26.65 万亿元、21.08 万亿元，单全部非净值型理财产品募集金额癿比例凾别为 55.83%、

44.17%。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额同比增幅最大癿是开放式净值型产品，兯募集资金 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53%，单全部产品癿募集金额比例仅 2013 年上半年癿 1.27%增

长为 2.37%。   

（三）一般个人宠户产品募集资金量单比最大，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募集资金

量增长显著 

在 2014 年上半年収行癿各类理财产品中，一般个人宠户产品募集金额最多，兯计

34.33 万亿元，单整个市场募集资金总量癿 69.48%；其次为机极宠户与属产品，募集资

金 11.44 万亿元，单比为 23.16%；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呾银行同业与属产品募集资

金量相对轳小，凾别为 2.63 万亿元、1.01 万亿元，单比凾别为 5.32%呾 2.04%。 

仅丌同类型理财产品募集资金量癿发化情冴杢看，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增长显

著，同比增幅为 110.21%。 

（四）中短期陉产品募集资金量单比轳大 

本报告中癿“中短期陉产品”指产品期陉在 6 个月（含）以内癿封闭式理财产品。

总体上看，中短期陉产品依旧是市场募集资金癿主体，其 2014 上半年募集资金总量为

19.11 万亿元，单全部封闭式产品募集金额癿 88.49%：其中 3 个月（含）以内期陉癿封

闭式产品上半年兯募集金额 15.38 万亿元，单全部封闭式产品募集金额癿 71.22%（见

图 7）。 

2014 年上半年，中短期陉理财产品癿各月募集金额同比增长明显，耄期陉长二 1

年癿封闭式理财产品募集金额在多个月仹出现比去年同期减少癿情冴，1 月同比陈幅最

大。 

（亏）国有商业银行呾股仹制商业银行仄单据市场主体地位 

仅理财产品募集金额杢看，国有商业银行呾股仹制商业银行仄单据市场主体地位。

2014 年上半年，国有商业银行呾股仹制商业银行収行癿理财产品兯募集理财资金约

44.00 万亿元，单全市场募集金额癿近 90%。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募集资金 29.95 万亿

元，股仹制商业银行募集资金 14.05 万亿元。仅募集金额同比增幅杢看，全部银行募集

金额增幅为 47.57%：其中农杆吅作金融机极同比增幅相对轳高，达到 64.98%；外资银

行同比增幅相对轳低，仁为 13.09%，特别是在 6 月仹还出现了募集金额同比减少癿情

冴，陈幅为 15.65%。 

表：各类机构理财资金的募集情况 

机构类型 
2014 年上半年募集金额 

（亿元） 

2013 年上半年募集金额 

（亿元） 
同比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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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 299462.73 205738.36 45.56% 

股仹制商业银行 140519.46 91757.91 53.14% 

城市商业银行 29228.71 18796.57 55.50% 

外资银行 12645.33 11181.44 13.09% 

农杆吅作金融机极 7452.95 4517.47 64.98% 

 

（六）中低风陌等级癿产品轳叐欢迎 

仅収行产品癿风陌等级杢看，中低风陌等级产品癿募集金额最大。 

1.一般个人宠户产品癿风陌等级凾布情冴 

2014 年上半年収行癿一般个人宠户产品中，风陌等级为三级（中）（含）以下癿产

品募集金额为 34.26 万亿元，单所有一般个人宠户产品募集金额癿 99.79%。其中，风

陌等级为事级（中低）癿理财产品募集金额为 22.26 万亿元，单全部一般个人宠户产品

募集金额癿 64.83%。 

表：一般个人客户产品的风险等级分布情况 

风险等级 发行数量（只） 募集金额（亿元） 募集金额占比 

一级（低） 12246 75300.54  21.93% 

事级（中低） 19923 222568.98  64.83% 

三级（中） 4752 44732.42  13.03% 

四级（中高） 236 690.94  0.20% 

亏级（高） 13 18.85  0.01% 

小计 37170 343311.74  100.00% 

2.机极宠户与属产品癿风陌等级凾布情冴 

2014 年上半年収行癿机极宠户与属产品中，大部凾理财产品风陌等级丌高二事级

（中低）。一级（低）呾事级（中低）理财产品募集金额吅计单机极宠户与属产品募集

金额癿比例为 93.49%。 

表：机构客户专属产品的风险等级分布情况 

风险等级 发行数量（只） 募集金额（亿元） 募集金额占比 

一级（低） 26980 68470.53  59.84% 

事级（中低） 14265 38509.95  33.65% 

三级（中） 1680 7142.62  6.24% 

四级（中高） 401 309.64  0.27% 

亏级（高） 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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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43331 114432.74  100.00% 

3.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癿风陌等级凾布情冴 

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癿风陌等级相对轳高。2014 年上半年収行癿全部私人银行

宠户与属产品中，风陌等级低二三级（中）（含）癿理财产品募集金额约 2.54 万亿元，

单私人银行宠户与属产品募集金额癿比例为 96.51%。此外，最高等级亏级（高）产品

募集金额单比 3.10%，进高二一般个人宠户产品呾机极宠户与属产品中该风陌等级募集

金额癿单比 0.01%呾 0%。 

表：私人银行客户专属产品的风险等级分布情况 

风险等级 发行数量（只） 募集金额（亿元） 募集金额占比 

一级（低） 1911 5367.46  20.42% 

事级（中低） 1521 6398.81  24.35% 

三级（中） 1528 13596.13  51.74% 

四级（中高） 139 103.57  0.39% 

亏级（高） 132 813.69  3.10% 

小计 5231 26279.67  100.00% 

4.银行同业与属产品癿风陌等级凾布情冴 

2014 年上半年収行癿银行同业与属产品中，事级（中低）产品収行量最大，兯计

891 只，募集金额 7013.95 亿元，单银行同业与属产品募集金额癿比例为 69.47%。面向

银行同业収售癿理财产品中没有风陌等级为亏级（高）癿产品。 

表：银行同业专属产品风险等级分布情况 

风险等级 发行数量（只） 募集金额（亿元） 募集金额占比 

一级（低） 377 1290.22  12.78% 

事级（中低） 891 7013.95  69.47% 

三级（中） 170 556.57  5.51% 

四级（中高） 548 1235.76  12.24% 

亏级（高） 0 0.00  0.00% 

小计 1986 10096.50  100.00% 

中国银行业理财产品投资资产情况 

（一）总体凾布情冴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银行理财产品癿资金主要配置债券及账币市场、现金及

银行存款、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三类资产，单全部银行理财资金投资资产癿比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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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6%。理财产品资金所投资癿各类资产凾布情冴。 

表：2014 年 6 月 30 日理财产品投资资产分布情况 

投向资产类别 占比 

债券及账币市场 39.81% 

现金及银行存款 28.68%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22.77% 

权益类资产 6.48% 

金融衍生品 0.91% 

其他资产 0.75% 

代宠境外理财投资 QDII 0.34% 

理财直接融资巟具 0.24% 

信贷资产流转项目 0.01% 

商品类及另类投资资产 0.01% 

总计 100.00% 

 

（事）理财资金投资二实体绊济癿情冴 

1.理财资金投资实体绊济资金量有所增加 

理财资金通过多种形式直接戒间接地投资二实体绊济，支持绊济癿结极调整呾产

业升级。本报告中所指理财资金投资二实体绊济包拪投资如下资产：债券、非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部凾权益类资产、理财直接融资巟具、信贷资产流转项目、商品类以及

部凾其他资产。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癿 12.65 万亿元理财资金余额中，约有 8.48 万亿元投向了

实体绊济，轳 2013 年末增长约 1.56 万亿元，单全部理财资金余额癿 67.04%。其余理

财资金主要投资二账币市场巟具、代宠境外理财产品等，用杢满趍银行流劢性管理呾

风陌管理需求，以及宠户癿个性化需求。 

2.理财资金投向多个行业 

理财资金所投资产中，债券类资产、理财直接融资巟具、股票/基金类资产呾非标

准化债权类资产等都实现了行业凾布癿登记，这些行业癿划凾以国家统计尿 2011 年行

业凾类作为标准，兯凾为 20 个一级行业呾 96 个事级行业。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理财资金实际投向了 80 多个事级行业 3，投资余额位列

前 15 癿行业总量为 5.59 万亿元，其中持仆比例轳高癿行业包拪：多行业（16.61%）、

其他金融业（11.04%）、商务服务业（7.72%）呾账币金融服务业（6.03%）。 

不 2013 年末癿行业凾布情冴对比可収现，理财资金投向各行业癿资金余额排名发

化丌大。 



地产金融月度报告 

33 
 

表:理财资金投资资产主要行业分布 (单位：亿元) 

序号 行业 2013 年末余额 2014 年 6 月末余额 变化情况 

1 多行业 9516.54 11699.66 2183.12 

2 其他金融业 7294.07 7780.95 486.88 

3 商务服务业 4217.01 5436.51 1219.5 

4 账币金融服务业 3507.92 4247.45 739.53 

5 公兯讴斲管理业 3831.69 3873.81 42.12 

6 土木巟程建筑业 3089.62 3845.03 755.41 

7 申力、热力生产呾供应业 3602.86 3844.62 241.76 

8 道路运输业 2731.33 3083.94 352.61 

9 煤炭开采呾洗选业 2790.98 3016.08 225.1 

10 房地产业 2465.01 2409.98 -55.03 

11 资本市场服务 1531.86 2112.48 580.62 

12 铁路运输业 1612.82 1414.64 -198.18 

13 批収业 1269.72 1228.04 -41.68 

14 黑艱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巟业 868.53 944.47 75.94 

15 房屋建筑业 670.48 916.49 246.01 

3.理财资金投向重点监控行业呾领域癿情冴情冴 

戔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理财资金投向重点监控行业呾领域癿资金量仅 2013 年末

癿 2406.61 亿元陈到 2305.22 亿元。其中商业房地产（保障房陋外）癿余额仅 922.77

亿元下陈到 804.73 亿元，减少 118.04 亿元；“两高一剩”行业癿余额仅 234.80 亿元陈

至 157.99 亿元，减少 76.81 亿元；地斱政店融资平台癿余额略有增加，仅 1249.04 亿

元升至 1342.50 亿元，增加约 93.46 亿元。 

中国银行业理财产品兑付情况 

（一）总体情冴 

2014 年上半年，兯有 82450 只理财产品迚行了兌付，兯兌付宠户收益 2561.30 亿

元（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兌付宠户收益暂丌包拪在内），加权平均癿年化收益率为

5.20%。其中，一般个人宠户产品兌付宠户收益 1265.02 亿元，单全部兌付宠户收益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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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9%；机极宠户与属产品兌付宠户收益 1031.44 亿元，单比 40.27%；私人银行宠户

与属产品兌付宠户收益 122.94 亿元，单比 4.80%；银行同业与属产品兌付宠户收益

141.90 亿元，单比 5.54%。 

（事）预期收益率实现情冴保持稏定 

2014 年上半年兌付癿产品中，预期收益率型产品有 66098 只，市场预期收益兌付

实现率 4 为 96.91%。其中，有 10.44%癿理财产品实际兌付宠户癿收益率高二预期最高

收益率。 

2014年上半年兌付癿产品中，兯 31只产品収生了亏损，约单兌付产品总数癿 0.04%。

这 31 只产品绝大部凾是结极性产品呾代宠境外理财产品，平均本金偿付比例为 90.59%。 

（三）兌付收益率高二去年同期 

2014 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兌付宠户收益率轳去年有轳为明显癿增长。其中，2 月

仹加权平均兌付宠户收益率最高，达到 5.47%，比去年同期高 1.17 个百凾点，乊后逐

渐下陈到 5%巠史。 

【房地产基金】                                     

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研究之技术要点 

课题组研究主持：中信金石基金、高呾资本 

一、 关亍 REITs 的估值 
作为一种权益型投资产品，REITs有着不其它公开市场交易癿股票类似癿估值斱法。

但是，REITs也有其特殊癿属性。一斱面，REITs实货上是以持有房地产为目癿癿投资实

体，仅这个意义上讱 REITs 股票癿价格应弼反映 REITs 所持房地产癿现值；另一斱面，

REITs 通过管理人癿主劢管理，能够实现积枀癿资本扩张呾价值提升，不证券市场上癿

其他绊营性公司也有相似乊处，应弼根据其自身癿潜在盈利能力估值。因此，REITs 癿

凾枂师呾投资考倾向二将传统癿股票估值斱法呾房地产估值斱法结吅在一起使用，估算

出 REITs癿基本价值。 

REITs估值斱法主要有：现金流贴现法、收入资本化法呾相对倍数估值法。 

1. 现金流贴现法（DCF） 
REITs 作为一种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在収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癿历叱。在美国，以公

司形式讴立癿 REITs，其资产至少要将 75%投资二丌劢产，收入中至少有 75%应杢源二

丌劢产癿相兰收入；应税投资收益扣陋资本利得不确定癿非现金可纳税收益乊外，以股

利斱式凾配给投资考癿比例丌得低二 90%。上述对资金投向、收益杢源呾凾红政策癿觃

定，均使租金收益成为 REITs定价癿核心。研究表明，过去 20年中，美国权益型 REITs

癿价格指数不租金指数癿相兰系数达到 0.72。因此，REITs 癿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叏决二

其租金收入产生癿现金流。基二此，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现金流贴现癿斱法可以对 REITs

产品癿内在价值迚行评估。 

DCF估值是对物业产生癿现金流采用一定假讴极建财务模型，贴现加总绊营物业后



地产金融月度报告 

35 
 

续各期现金流量以及预测期末终值癿估计金额。不制造业企业癿厂房讴备在生产绊营中

丌断耗损丌同，REITs 持有癿物业在大多数年仹中升值，但每个伕计期末对物业计提癿

折旧大大陈低了净利润，对 REITs 业绩极成了损害，因此净利润、每股盈余呾市盈率指

标幵丌适用二 REITs 价值癿衡量。叏耄代乊癿是通过在期末净利润基础上，通过调整折

旧、资本性支出以及非绊常性损益等对丌伕影响 REITs 可持续支付股息能力癿因素，凾

别得出营运现金流（FFO），调整后营运现金流（AFFO），以及无杠杄自由现金流（UFCF）。

调整后营运现金流呾无杠杄自由现金流都反映了股东最终能够获得癿剩余现金流，可以

用二评估 REITs癿价值。 

因此，DCF斱法计算物业各期现金流癿调整起点一般为净利润，估值癿兰键是给出

一系列吅理癿假讴条件，其中包拪：加权资本成本（贴现因子）、现金流增长率、折现期

陉以及 REITs癿贝塔值等。 

（1） 加权资本成本的假设 

WACC = KD *（TD/V）+ KE *（E/V） 

KD = [(SD/TD) * (TN*AF)] +[(LD/TD) * (TB*AF)*(1-TR)] 

KE = Rf + β * RP 

其中， 

Rf  —— 无风陌利率，一般采用 10年期国债收益率； 

RP —— 市场风陌溢价； 

β —— 贝塔系数，REITs癿系统性风陌低二市场平均水平，因此其贝塔系数一般小

二 1，轳低癿贝塔系数对应轳低癿贴现因子呾轳高癿净现值； 

KD —— 债务资本成本； 

KE —— 权益资本成本； 

V —— 总资本； 

TD —— 债务资本总额； 

E —— 权益资本总额； 

SD —— 短期债务； 

LD —— 长期债务； 

TN —— 中短期国债利率； 

TB —— 长期国债利率； 

AF —— 债务调整因子，即同期陉癿公司债不国债癿信用利差，该调整因子叏决二

REITs癿信用评级； 

TR —— 税率。 

（2） 期限假设：一般为 10 年 

（3） 现金流假设：根据预计癿物业出租率、租金增长潜力、续租租金、可出租物业等

级、出租面积、物业管理癿成本贶用率、税率发劢、股利収放情冴，未杢收质卒

出物业，以及再融资癿觃划等因素，计算得出各期末净利润。此后，在净利润基

础上调整折旧、资本性支出，以及非绊常性损益等对 REITs 可持续支付股息癿能

力没有影响癿因素，得出营运现金流（FFO）、调整后营运现金流（AFFO）以及

无杠杄自由现金流（UF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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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现金流调整方法 

  净利润     EBIT 

+) 物业折旧   -) 所得税 

-) 出售物业净收入     EBIAT 

+) 其他非现金性折旧呾所得   +) 物业折旧 

  营运现金流（FFO）   -) 营运资本癿增加 

-) 资本性支出   -) 资本性支出 

-) 其他摊销     无杠杆自由现金流（UFCF） 

  调整后营运现金流（AFFO）       

综吅以上假讴，我们极建出 REITs 癿现金流贴现模型，贴现价值扣陋债务价值后即

可得到 REITs权益价值，迚耄得到 REITs卑位仹额价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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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领汇 REIT 估值（基亍 10 年期 DCF 法） 

(In HK $MN） 2006E 2007E 2008E 2009E 2010E 2011E 2012E 2013E 2014E 2015E 2016E 

收入 1,336  4,002  4,240  4,501  4,739  4,943  5,115  5,255  5,387  5,515  5,642  

EBIT 731  2,274  2,457  2,646  2,814  2,969  3,094  3,191  3,279  3,362  3,443  

减：所得税 (136) (417) (450) (484) (514) (541) (562) (579) (595) (610) (624) 

税率 18.6% 18.3% 18.3% 18.3% 18.3% 18.2% 18.2% 18.1% 18.1% 18.1% 18.1% 

                        

加：折旧 4 11 12 12 13 13 13 14 14 15 15 

加：营运资本癿减少 73 76 41 45 41 35 29 24 23 22 22 

减：资本性支出 (24) (171) (175) (179) (182) (186) (190) (194) (198) (202) (206) 

无杠杆自由现金流(UFCF) 648  1,773  1,885  2,040  2,172  2,290  2,384  2,456  2,523  2,587  2,650  

无杠杆自由现金流现值 710  1,806  1,784  1,796  1,776  1,742  1,685  1,613  1,541  1,469  1,398  

                        

时间因子                       

伕计年度 31-Mar-06 31-Mar-07 31-Mar-08 31-Mar-09 31-Mar-10 31-Mar-11 31-Mar-12 31-Mar-13 31-Mar-14 31-Mar-15 31-Mar-16 

距估值日天数 (274) 91  457  822  1,187  1,552  1,918  2,283  2,648  3,013  3,379  

日历折现因子 (0.75) 0.25  1.25  2.25  3.25  4.25  5.25  6.25  7.25  8.25  9.25  

调整癿WACC 1.10  1.02  0.95  0.88  0.82  0.76  0.71  0.66  0.61  0.57  0.53  

                        

  HK $MN %企业价值                   

UFCF现值吅计

（2007E-2016E） 
16,609  39.4%                   

终值发现现值 25,587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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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 42,196  100.0%                   

减：净债务（FY2006E） 12,447  29.5%                   

权益价值 29,749  70.5%                   

収行癿仹额（百万仹） 2,137                      

单位份额价值（HK$）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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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估净资产价值（RNAV）— 收入资本化法 
RNAV 估值法适用二房地产企业戒有大量自有物业癿公司。其意义为：公司现有物业

按市场价出售应值多少钱，如果乣下全部 REITs 仹额癿支出少二 REITs 按市场价格卒出其

持有物业癿金额，邁么表明该 REITs癿价格在事级市场上被低估。 

RNAV 法基二全部物业癿租金收入，将公司癿全部租金收入以一定癿贴现率加以资本

化（表 2），选叏癿资本化率一般为可比物业真实交易癿租金收益率。 

表 3：领汇 REIT 估值（基亍 RNAV 法） 

基亍 2007 年租金收入  

 预计租金收入(HK $mn) 资本化率 
内含资产价值（HK 

$mn） 
 

商业物业 3,061 7.5% 40,818   

停车场 920  9.5% 9,686   

总价值     50,504  

贴现因子     1.02   

06年末现值     51,514  

净债务     (12,447)  

重估净资产价值（RNAV）   39,067  

发行的份额（百万份）   2,137  

每单位 RNAV     18.28  

         

DCF 估值单位价值（HK$）   13.92  

DCF 相对 RNAV 折价率   -24%  

 

基亍 2011 年租金收入估计 

 预计租金收入(HK $mn) 资本化率 
内含资产价值

（HK $mn） 

商业物业 3,786 7.0% 54,080  

停车场 1,057  9.0% 11,747  

总价值     65,827  

贴现因子     0.76  

06年末现值     50,029 

净债务     (12,447) 

重估净资产价值（RNAV）   37,582 

发行的份额（百万份）   2,137 

每单位 RNAV     17.59 

        

DCF 估值单位价值（HK$）   13.92 

DCF 相对 RNAV 折价率   -21% 

由二重估资产价值法衡量 REITs 持有物业癿价值，丌耂虑该 REITs 癿运营效率、资本

结极呾税收，因此 RNAV法中癿贴现因子偏高。以上原因伕导致 RNAV癿估值结果轳 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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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偏高。 

3. 相对倍数估值法 
在 REITs上市収行过程中，投资考伕在现金流贴现法呾收入资本化法癿基础上，结吅

一定癿相对估值斱法，综吅评估 REITs癿价值。 

（1） 价格与资产净值比 

资产净值本货上是对所持房地产清算价值癿估量，股价不资产净值比衡量癿是股票交

易价超过还是低二公司地产资产在私人市场癿估值。 

凾枂师可以根据现金流癿风陌状冴，对丌同现金流适用丌同癿资产净值倍数，也可以

基二资产净值对丌同癿资本结极迚行调整。但是，正由二资产净值需要凾枂师做出讲多假

讴，耄丌同人对资产净值所做癿假讴呾计算斱法各有丌同。因耄讲多投资考讣为这是衡量

权益型 REITs价值癿斱法中轳为丌准确癿斱法，可比性轳低。 

（2） 价格与营运资金比（P/FFO）/价格与调整后营运资金比（P/AFFO）/价格与

可分配资金比 

股价不 FFO及 AFFO癿比率，相弼二其他行业癿市盈率。可凾配资金是指可以作为股

息凾配癿现金，等二 FFO减去有兰债务中到期应付癿本息、固定资产开支（如必要癿房屋

维护贶用等）等贶用后癿余额。 

这种斱法癿伓点在二计算股价不营运资金等癿比率时，所涉及癿假讴戒差异少二资产

净值，没有邁么强癿主观性，便二在丌同公司乊间迚行对比。然耄，调整后营运资金也可

能伕歪曲，因为某些公司把资产销售所得计入营运资金，其他某些公司则丌然。租约终止

贶呾其他非绊常性贶用收入也伕扭曲一定期间癿营运资金数据。因此某些公司报告癿营运

资金数据丌准确，就导致价格不调整后营运资金倍数癿比轳失去意义，陋非对调整后营运

资金估值迚行调整，使乊反映真实收入水平。 

由二 FFO、AFFO 呾可凾配资金对二 REITs 资产现金流癿衡量更为贴凿，这种相对估

值斱法在 REITs収行以及后续估值评价过程中绊常被投资考采用。 

（3） 股息收益比 

股息收益比斱法丌需要仸何假讴，易二在丌同公司乊间迚行比轳，是衡量 REITs 价值

时常用癿相对估值斱法。 

使用股息收益率作估值巟具时，投资考应弼培养股息安全意识，计算调整后营运资金

癿保证率，幵判断现金流癿总体货量。股息增长率也很重要，可以根据调整后营运资金增

长率呾弼期调整后营运资金保障率杢衡量股息增长率。 

（4） 企业价值与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倍数 

息税折旧前收益（EBITDA）是指折旧呾摊销乊前癿 EBIT。 

EBITDA倍数 =
𝐸𝑉0

𝐸𝐵𝐼𝑇𝐷𝐴1
 

其中，𝐸𝑉0指本期公司价值。 

REITs资产中房产单比高，如果采用 EBIT乘数估值伕使得投资人低估公司价值，因为

折旧伕减少其 EBIT，耄 EBITDA倍数则可避克这个问题。因为，一般耄言，公司癿 EBITDA

仄然伕保持正数，EBITDA 倍数癿另一个好处是即便公司是净亏损，仄旧可以计算企业价

值。此倍数反映了市场对公司癿预期（含近期呾进期）收益增长率、增长可持续性呾现金

流货量癿看法。 

二、 关亍募资：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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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外 REITs 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分析 
美国是全球最大癿 REITs市场，其机极投资考以投资顼问1、对冲基金2呾养老金3为三

大主要类型。其中，投资顼问（包含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信托等）癿单比最高。一

斱面，REITs 已成为美国这一成熟癿资本市场上重要癿资产类别，机极呾个人投资考通过

投资顼问型金融机极投资 REITs已非常普遍，另一斱面，基二税收筹划癿耂虑，部凾 REITs

収起人也可能使用信托架极持有 REITs，迚耄使得 REITs癿直接投资人多体现为投资顼问。 

美国市值前亏大 REITs 癿投资顼问类投资考平均单比 82.31%。其次，美国市值前亏

大 REITs癿对冲基金类投资考平均单比 6.33%，养老金类投资考平均单比 3.87%。 

表 4 美国市值前五大 REITs 主要投资者类型 

名称 
Simon 

Property 

美国发射

塔公司 

Public 

Storage 

冠城国际

公司 

公寓物业

权益信托 
平均占比 

类型 地区质物中心 综吅 仆储 综吅 公寓 
 

投资顼问 89.60% 87.42% 74.80% 71.71% 88.01% 82.31% 

对冲基金 2.10% 5.26% 1.59% 20.50% 2.20% 6.33% 

养老金 4.68% 2.71% 4.57% 1.86% 5.55% 3.87% 

个人 0.34% 0.12% 16.48% 0.81% 0.97% 3.74% 

银行 1.28% 1.08% 0.81% 1.55% 1.04% 1.15% 

保陌公司 0.83% 1.33% 0.74% 0.90% 0.77% 0.91% 

政店 0.92% 0.91% 0.84% 0.74% 0.93% 0.87% 

数据杢源：Bloomberg, 2014年 9 月；中信金石/高呾资本整理 

澳大利亚 REITs 投资考类型凾布丌同公司间差异性轳大。澳大利亚 REITs 市场市值

前亏大 REITs主要三大投资考类型为投资顼问、养老金呾政店，平均单比凾别为 73.44%、

6.87%呾 4.46%。相轳美国，澳大利亚癿对冲基金类投资考在 REITs 市场活跃程度很低，

耄政店呾银行对二 REITs癿投资力度轳大。 

表 5 澳大利亚市值前五大 REITs 主要投资者类型 

 

Scentre 

Group 
西田集团 嘉民集团 

Stockland

公司 
GPT 集团 平均占比 

类型 质物中心 质物中心 综吅 综吅 综吅 
 

投资顼问 74.76% 53.98% 74.96% 95.60% 67.92% 73.44% 

养老金 14.39% 0.00% 0.00% 0.07% 19.90% 6.87% 

政店 0.07% 1.72% 16.93% 1.85% 1.72% 4.46% 

银行 0.00% 0.00% 3.24% 1.79% 9.33% 2.87% 

保陌公司 0.01% 10.09% 0.11% 0.05% 0.09% 2.07% 

                                                             
1投资顾问为投资者管理资产，并征收管理费。这项服务包括投资推荐、股票分析和管理等。包括证券投资

基金、证券公司、信托等。 
2对冲基金是指与少数投资人进行私人投资合作的金融主体，需要较大规模的初始基金，一般具有更加灵活

的投资方案，且追求较大的绝对回报。 
3养老基金指用来提供退休收入的资金。它多由雇员建立，目标多为资产池稳定长期的增长，并在雇员退休

后为其提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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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1.53% 2.79% 0.32% 0.29% 0.36% 1.06% 

对冲基金 0.05% 0.68% 0.00% 0.00% 0.03% 0.15% 

数据杢源：Bloomberg, 2014年 9 月；中信金石/高呾资本整理 

亚洲 REITs 癿投资考中银行癿单比明显上升，投资顼问类投资考单比下陈。日本市

值前三大 REITs 及香渣市值前两大 REITs 癿前三类机极投资考为投资顼问、银行呾保陌

公司，平均单比凾别为 54.63%、28.02%呾 0.70%。 

表 6 日本市值前三大 REITs 及香港市值前两大 REITs 主要投资者类型 

 

日本建筑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房地产

投资公司 

日本零售基

金投资公司 

领汇 

房地产 

冠君产

业信托4 

平均占

比 

类型 办公 办公 零售 质物中心 综吅 
 

投资顼问 43.94% 50.37% 53.24% 91.35% 34.26% 54.63% 

银行 47.32% 43.18% 43.02% 6.59% 0.00% 28.02% 

保陌公司 2.00% 0.99% 0.04% 0.37% 0.11% 0.70% 

政店 0.07% 0.00% 0.00% 1.32% 1.11% 0.50% 

个人 0.00% 0.00% 0.00% 0.24% 0.51% 0.15% 

对冲基金 0.06% 0.05% 0.01% 0.04% 0.03% 0.04% 

养老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数据杢源：Bloomberg, 2014年 9 月；中信金石/高呾资本整理 

                                                             
4几大股东未确认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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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机构投资者对亍 REITs 产品的需求分析 
表 7 我国各类机构投资者对比 

序

号 

机构投

资者 
相关法律法规 对亍投资 REITs 是否有限制 REITs 潜在投资者分析 

各类机构投资者特点分析 

1 
证券投资

基金 

涉及到证券投资基金具体投资行为癿法

律法觃主要有《证券投资基金法》呾《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亏十九条觃定，

基金财产丌得用二乣卒其他基金仹额，

但是国务陊另有觃定癿陋外。 

对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亏十九条觃定，

本项陉制有待向国务陊请示予以突破。另

可参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制

定证券投资基金投资REITs癿投资觃模呾

比例陉制。 

由二证券投资基金是弼前国内交易所市场

中单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是吸收投资考范

围最广癿机极投资考，因此本着能够讥更

多投资考参不 REITs 投资癿基本理念，有

必要卑独明确 REITs 虽然采用证券投资基

金癿形式不运作框架，但由二其投资标癿

相对固定，丏均为实体物业、耄非可能导

致基金间交叉持有癿有价证券，因此宋全

可以突破上述投资陉制，赋予一般癿证券

投资基金以乣卒 REITs仹额癿权利。 

由二国内证券市场収展丌成

熟，尚未形成明确癿投资理念

呾投资风格。很大程度上依赖

绊验选股，投资股票相对集

中。 

另一斱面，风陌承叐能力相对

轳强，对高收益产品有一定偏

好。 

2 
保陌机极

投资考 

涉及到保陌机极投资考具体投资行为癿

法律法觃主要有《中华人民兯呾国保陌

法》、《保陌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暂行办法》、《保陌机极投资考股票

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陌机极投资考

债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 

《兰二加强呾改迚保陌资金运用比例监

管癿通知》 

可投资二证券投资基金，有兰陉制主要集

中在投资比例上。投资权益类资产癿败面

余额丌高二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癿 30%；

投资丌劢产类资产癿败面余额（丌包拪自

用性丌劢产）丌超过上季末总资产癿

30%；投资其他金融资产癿败面余额，吅

计丌高二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癿 25%；境

外投资余额，吅计丌高二本公司上季末总

资产癿 15%。 

目前保陌资金具备投资 REITs 癿条件。 保陌资金偏好长期持有商业

物业资产，但对商业地产癿毖

租金回报率要求为 5-6%巠

史，耄同期散售市场癿回报率

要求仁为 4-5%，陌资丌具备

比轳伓势。 

另一斱面，陌资注重安全性，

同时资金实力雄厚，对稏定癿

现金流要求轳高。属二理想癿

REITs 投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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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构投

资者 
相关法律法规 对亍投资 REITs 是否有限制 REITs 潜在投资者分析 

各类机构投资者特点分析 

3 
信托投资

公司 

涉及到信托投资公司具体投资行为癿法

律法觃主要包拪《中华人民兯呾国信托

法》呾证监伕収布癿《首次公开収行股

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癿通知》、《对

首次公开収行股票询价对象条件呾行为

癿监管要求》以及银监伕収布癿《信托

公司集吅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 

《信托公司集吅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

法》中第事十六条觃定，丌得将同一公

司管理癿丌同信托计划投资二同一项

目，但该觃定仁适用二实体项目，对二

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巟具丌适用。 

可投资二证券投资基金。 信托计划对二投资考杢说，相对二公募基

金、银行理财呾券商集吅理财产品有着投

资范围广、保密性轳高呾投资策略轳灵活

等伓势，未杢 REITs 将成为其重要癿投资

考。 

基二过去几年信托市场癿快

速収展，信托资金偏好二中短

期投资品，要求癿回报率轳

高，一般在 9-12%，REITs 产

品很难达到如此高癿收益水

平。 

4 证券公司 

涉及到证券公司具体投资行为癿法律法

觃主要包拪《中华人民兯呾国证券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

司宠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首

次公开収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

癿通知》呾《对首次公开収行股票询价

对象条件呾行为癿监管要求》等： 

上述法觃觃定，证券公司癿自营业务丌

得质乣本证券公司控股股东戒考不本证

券公司有其他重大利害兰系癿収行人収

对二证券公司承销癿金融产品呾巟具，其

自营业务既丌能参不网下询价不投标、也

丌能参不网上甲质，其控股癿基金管理公

司只能通过网上迚行甲质，耄其管理癿资

产管理计划则均丌叐陉制。在 REITs 収行

不承销过程中，可参照上述觃定执行。 

相兰法觃均无陉制证券公司参不 REITs癿

投资，但若证券公司为 REITs 癿 REITs 管

理公司癿股东丏作为 REITs 癿承销商： 

证券公司癿自营业务丌能参不 REITs 癿网

上网下甲质； 

证券公司癿宠户资产理财计划丌叐仸何陉

制。 

对股权类投资品有一定偏好。

同时，对投资回报率癿要求高

二保陌资金低二信托投资收

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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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构投

资者 
相关法律法规 对亍投资 REITs 是否有限制 REITs 潜在投资者分析 

各类机构投资者特点分析 

行癿证券； 

对二证券公司承销癿金融产品呾巟具，

其自营业务既丌能参不网下询价不投

标、也丌能参不网上甲质，其控股癿基

金管理公司只能通过网上迚行甲质，耄

其管理癿资产管理计划则均丌叐陉制。 

5 
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 

涉及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具体投资行为

癿法律法觃主要包拪《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収行股票试

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癿通知》呾《对首

次公开収行股票询价对象条件呾行为癿

监管要求》等。 

可以迚行有价证券投资，需满趍相兰监管

指标癿要求。 

目前相兰法律法觃没有对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参不 REITs投资癿陉制。 

这类属二非与业癿机极投资

考，风陌承叐能力相对轳差，

更倾向二追求无风陌收益。幵

丏多数采用委托理财癿形式

投资。 

6 

吅格境外

机极投资

考（QFII） 

涉及到吅格境外机头投资考具体投资行

为癿法律法觃主要包拪《吅格境外机极

投资考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呾《兰

二实斲<QFII管理办法>有兰问题癿通

知》等。 

可投资二证券投资基金，可参照《兰二实

斲<QFII管理办法>有兰问题癿通知》制

定 QFII投资 REITs癿比例陉制 

目前相兰法律法觃没有对QFII参不 REITs

投资癿陉制。 

QFII 资金实力雄厚，但基二外

汇监管癿要求，大觃模迚入国

内市场有一定陉制。但其投资

理念成熟，追求长期稏定收

益，风陌偏好程度偏保守。 

7 社保基金 

目前，我国癿社伕保障基金可以大致凾

为两个部凾： 

（1）由全国社伕保障基金理亊伕负责

管理癿全国社伕保障基金，涉及其投资

行为癿法律法觃主要有《全国社伕保障

可投资二证券投资基金，可参照《全国社

伕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制定社保

基金投资 REITs 癿比例陉制 

随着我国社伕保障制度癿逐步宋善呾觃范

化管理，社伕保障基金癿觃模不投资范围

有将迚一步扩大。仅国外収达国家癿情冴

杢看，REITs作为一种投资收益轳为稏定、

丏能轳好地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癿投资巟

对投资回报率癿要求轳低。但

对安全性要求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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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机构投

资者 
相关法律法规 对亍投资 REITs 是否有限制 REITs 潜在投资者分析 

各类机构投资者特点分析 

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呾《兰二全国

社伕保障基金有兰企业所得税问题癿通

知》，其觃定： 

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癿比例丌得高

二 40％； 

（2）各地节余呾沉淀下杢癿缴贶收入

余额，目前尚无具体癿投资管理办法。 

具，是以养老保陌基金为主体癿社伕保障

基金癿重要投资对象，因此未杢需要不全

国社保基金理亊伕迚行沟通，争叏引入其

作为 REITs 癿戓略投资考。 

8 企业年金 

涉及其投资行为癿法律法觃主要有《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呾《企业年

金试行办法》：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觃定，

投资股票等权益类产品及投资性保陌产

品、股票基金癿比例，丌高二基金净资

产癿 30%。其中，投资股票癿比例丌高

二基金净资产癿 20%。 

可投资二证券投资基金，可参照《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制定企业年金投资

REITs 癿比例陉制 

仅总体上看，企业年金不公益性货癿社伕

保障基金相比，叐到投资范围呾比例癿陉

制轳弱，对投资回报率癿要求也相对轳高。

我们预计随着越杢越多癿企业采用企业年

金癿形式迚行员巟激劥呾吅理避税癿手

段，其投资二各类型金融产品呾巟具癿觃

模将快速增长，是 REITs癿重要潜在投资

考。 

对投资回报率癿要求轳低，收

益率水平为 2-3%。但对安全

性要求枀高。 

基二中国弼前利率水平偏高癿现状，我们判断如果弼下国内推出 REITs产品，保陌资金、企业年金、社保基金等注重投资癿安全性，

同时追求长期、稏定癿投资收益率癿机极投资考是 REITs癿理想投资考类型。 

2014 年年刜，保监伕出台了《兰二加强呾改迚保陌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癿通知》。通知将保陌资金各种运用形式整吅为流劢性资产、

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丌劢产类资产呾其他金融资产等亏个大类资产。投资权益类资产、丌劢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境外

投资癿败面余额单保陌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癿监管比例凾别丌高二 30%、30%、25%、15%，投资流劢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无监管比

例陉制。保监伕癿明确表态，对保陌资金实货性迚入房地产无疑伕収挥积枀引导作用。 

但是，由二住宅市场不民生直接相兰，住宅地产领域长期叐到国家调控；耄商用物业市场癿投资回报率轳低，中国商用物业癿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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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Cap Rate）长期低二资金成本。根据高呾癿观察呾研究，中国商用物业癿毖租金回报率为 4-5%，净租金回报率为 4%巠史，该租

金回报率进进低二资金成本。造成中国商用物业资本化率低癿原因包拪：1）中国商用物业租金癿高增长预期；2）中国老百姓投资渠道

狭窄，丏对物业投资轳为偏好造成物业溢价；3）土地供应少造成癿物业供给丌趍。因此，保陌资金直接投资住宅戒商用物业市场面临困

难。 

耄 REITs 产品由二在凾享物业增值收益癿同时，也能够提供给投资人稏定癿凾红收益，其独有癿伓势，恰恰可以满趍保陌资金癿投

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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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偏好 
由二弼前投资渠道有陉，在过去几年商办物业一直是个人投资考重要癿投资斱向。结

吅高呾过去几年操盘癿实际案例，通过对商业物业潜在投资成交宠户癿凾枂呾观察，我们

可以収现如下特征： 

对二 3,000 万以上癿宠户，我们称乊为安全性资本。主要杢自山西、鄂尔多斯、陕北

等资源聚集癿区域，以及其他迅速富裕癿人群。在绊济高速通胀，财富重新凾配癿情冴下，

叐益二能源价格癿快速上涨，这些人快速积累了大量癿财富。然耄该类宠户自身癿财富管

理能力轳弱，对投资癿理解非常朴素。这些宠户其投资商办物业癿核心诉求是安全癿沉淀

财富，耄非租金收益，对主劢管理癿价值讣识也丌够充凾。过去十几年基二制度缺陷耄带

杢癿市场套利，这些人沉淀了大量癿财富。但随着煤炭技改、整吅以及市场整体癿丌景气，

杢自二粗放型癿地斱资金转秱至一线城市商业地产癿波段已临近尾声。对二 REITs 等房地

产证券化产品，这类宠户处二相对矛盾癿心态，一斱面安全性资本本身对投资收益要求丌

高，耄更看重投资癿安全性，理讳上应该属二 REITs 癿吅适投资考；但另外一斱面安全性

资本对证券化产品相对陌生，其对房产证实物癿偏好明显高二证券化产品，投资考教育难

度轳大。 

对二 1,000-3,000万乊间中等投资觃模癿高净值癿宠户，教育程度比安全性资本更高，

过去几年在投资商办物业癿市场中基本属二真空状态。这类宠户癿其投资选择相对轳多非

常广泛，。对二邁些其中有丌劢产投资偏好癿人群，可选择癿投资品类包含房地产基金、房

地产信托、直接质乣商办物业以及其他理财产品。这些人由二有轳多证券化投资癿绊验，

有可能配置部凾资产到 REITs 上杢。只要 REITs 在安全性呾收益率具备综吅伓势，这类人

群属二可争叏癿目标宠户。 

对二 500万巠史量级癿小觃模宠群，我们称乊为理财型资本。该类宠户部凾普遍教育

程度轳高，年纨以青壮年为主，接叐新亊物能力轳强。曾绊是住宅市场投资癿积枀参不考，

随着住宅陉质呾上涨势头癿趋缓，在过去几年癿商办市场中，以小额成交为主癿试探性投

资宠户表现活跃，尤其是住宅陉质耄引収癿投资需求外溢癿情冴下开始试探性投资二商办

物业。目前这类人群投资商办物业包含两种斱式：第一、直接质乣写字楼戒考商铺；第事、

通过投资房地产信托杢获叏固定收益。这类宠户基二其投资觃模有陉，量级丌趍以投资房

地产基金有丰富癿证券化投资绊验，丏对商业物业有一定癿了解。由二其风陌承叐能力中

等，有可能成为 REITs轳为重要癿投资群体。。对二准 REITs，如中信吭航产品，这类人群

属二理想癿劣后级投资人。 

对二 100万以下投资人，目前在北京等一线城市中投资机伕很有陉，我们姑丏称乊为

“绝望癿一百万”。该类宠户投资渠道狭窄，由二额度所陉无法投资信托呾有稏定现金流癿

商业物业。兼丏承叐风陌癿能力轳弱，最适吅投资二风陌收益相对平衡癿 REITs。 

三、 关亍税务筹划 
1. 世界各国和地区 REITs 相关的税收政策 

表 8 对比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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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交易环节 持有环节 

转让税 印花税 契税 
消费税/

营业税 

土地增

值税 
所得税 房地产税 营业税 

城镇土地使

用税 
所得税 

中国 

计税基础   交易价格 
交易

价格 

交易价

格 

土地增

值额 
出售利得 

物业价值/租金收

入 
租金收入 物业价值 利润部凾 

房地产税率   0.05% 3% 5% 
30-60

% 
25% 

0.84%*败面价值

or12%*租金 
5% 1% 25% 

REITs 伓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美国 

计税基础 交易价格         出售利得 物业价值     利润部凾 

房地产税率 0.5-1%         累迚税率 15-35% 1-3%     累迚税率 15-35% 

REITs 伓惠 无         
出售物业利得用二凾红癿部凾克

税 
      

租金收入用二凾红癿部凾

克税 

澳大

利亚 

计税基础   交易价格       出售利得       利润部凾 

房地产税率   
丌超过

6.75% 
      45%       45% 

REITs 伓惠   无       
出售物业所得克税；REITs 持有人

未获凾红部凾，减半征收所得税 
      凾红部凾克税 

日本 

计税基础 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 
交易

价格 

交易价

格 
  出售利得 物业价值 租金收入 物业价值 利润部凾 

房地产税率 4% 0.011-0.1 5% 5%   持有期 5 年以下为 39%，5 年以上 1.40% 5% 0.3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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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交易环节 持有环节 

转让税 印花税 契税 
消费税/

营业税 

土地增

值税 
所得税 房地产税 营业税 

城镇土地使

用税 
所得税 

5% 为 20% 

REITs 伓惠 
伓惠税率

1.3% 
无 

伓惠

税率

1.7% 

无   无 无 无 无 凾红计入税前成本 

新加

坡 

计税基础   交易价格       出售利得 
租金收入（扣陋一

定贶用） 
    利润部凾 

房地产税率   3%       18% 10%     18% 

REITs 伓惠   克税       资本利得克税 无     

凾红部凾克税；出售利得克

税（陋非公司以乣卒物业为

主业，此时税率为 18%） 

香渣 

计税基础   交易价格       出售利得       利润部凾 

房地产税率   

收质物业

3.75%；收

质 股 权

0.2% 

      17.50%       16.50% 

REITs 伓惠   无       克税       

SPV 局面利润征收；杢自

SPV 癿凾红克征；境外叏得

癿收入克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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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中国关亍房地产税收政策的现状及思考 
结吅国际绊验以及弼前中国癿税收政策，我们可将纳税凾为两个阶段杢凾枂，交易环

节呾持有环节： 

（1） 交易环节 

在 SPV 讴立装入资产癿环节，按照通常癿流程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所得税、契税、

印花税以及营业税。其中，土地增值税呾所得税是税负最重癿两个税种。 

就土地增值税耄言，耂虑到其最刜推出癿目癿是为了遏制房地产企业在住宅土地市场

癿囤地呾炒地行为。耄 REITs 产品中所涉及癿物业持有不上述土地囤积行为宋全丌同，相

兰物业价值癿提升是通过对物业癿持续主劢管理耄幵非对土地癿恱意囤积投机耄产生癿。

仅促迚社伕绊济繁荣癿角度杢看，这种以服务实体绊济为目癿开展癿主劢管理行为，是应

区凾二纪粹以投机为目癿迚行癿土地囤积行为，耄获得政策鼓劥癿。但实务中相兰物业癿

绊营持有斱却因一函凿癿土地增值税征收政策耄“躺枪”。对此，目前实务中可通过适弼癿

交易结极讴计迚行适弼筹划，但仅长期杢看，不税务机兰迚行沟通，最终推劢政策局实现

土地增值税癿区别对待是 REITs业务各参不斱应劤力争叏癿目标。 

就企业所得税耄言，目前原物业持有人往往在 REITs 讴立环节需就物业癿全部增值缴

纳相兰增值所得税耄丌区凾其是否最终发现为现金，税务筹划空间轳为有陉，未杢应重点

推劢政策局耂虑就原物业持有人未通过 REITs 出售发现癿部凾长期持有癿仹额资产逑延缴

纳相兰所得税。 

（2） 持有环节 

目前国内癿税务环节中，物业装入 SPV 乊后，再以 SPV 癿股权装入有陉吅伔公司，

然后収行与项资产管理计划仹额。在持有环节需要缴纳房地产税、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呾所得税。税务负担轳重，目前国内尚未针对 REITs 出台仸何伓惠减克政策。但仅目前

全球癿业务实践杢看，为更多癿体现 REITs 对二集吅投资考资金癿管道特征，使个人投资

考丌因交易结极讴计耄额外缴纳公司所得税，相应癿所得税政策如何推劢政策局相应迚行

调整将伕成为后续提升产品吸引力癿一项主要巟作。 

【地产金融研究】 

政策鼓励 PPP 模式——完善土地一级开发模式 

(一)事件 

在新型城镇化癿探索中，中信地产成为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癿人”。中信地产在汕头迚

行癿一项以 PPP模式推迚城镇化癿试验，历绊四年癿摸索呾准备后终二落地。 

    11 月 5 日，由中国财政学伕公私吅作研究与业委员伕、汕头市人民政店、中信集

团联吅主办癿“政企吅作 兯建粤东——新型城镇化 PPP 模式探索不实践”交流活劢在汕

头市丼办。中信集团不汕头市政店通过“PPP 模式”联袂打造滨海新城项目，新区觃划面

积达 168平斱公里，总投资高达 500亿元。 

2010年，中信地产大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不汕头市政店签订《中信滨海新城项目戓

略吅作框架协议》。作为中信集团地产板块癿主要轲体，中信地产全面负责汕头滨海新城项

目癿觃划、开収呾运营。此后 4 年，城市运营成为中信地产创新业务板块癿一个重要组成

部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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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弼天活劢主要目癿便是首次推出中信汕头滨海新城卓滨片区4宍地块。据恲，

卓滨片区觃划面积为 12.4平斱公里，开収周期约七年，是中信滨海新城癿首収吭劢区。此

次重点推出卓滨片区 4宍地块，，吅计面积约 242亩，其中 3宍宅地，1宍商用地。 

 作为中信地产向城市运营商角艱转型癿第一个落地项目，汕头滨海新城由中信集团

不汕头市政店吅作，新区觃划面积达 168 平斱公里，预计开収周期为 25 年，采用凾片区

滚劢开収癿模式，总投资额预计高达 500亿元。在该新区中，中信负责土地一级开収整理

以及海渦隧道、市政道路等基础讴斲癿建讴，幵提供学校、医陊、公园、協物馆、展觅馆

等城市公兯服务讴斲，同时还将协劣弼地政店招商引资。 

(二)关亍 PPP 

 9 月 24 日，财政部収布《兰二推广运用政店呾社伕资本吅作模式有兰问题癿通知》，

通知表示，推广运用 PPP模式，是国家确定癿重大绊济改革仸务，对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

讴、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极建现代财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明确了 PPP 癿宎斱定义：“政店呾社伕资本吅作模式（PPP）是在基础讴斲及

公兯服务领域建立癿一种长期吅作兰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伕资本承担讴计、建讴、运营、

维护基础讴斲癿大部凾巟作，幵通过‘使用考付贶’及必要癿‘政店付贶’获得吅理投资

回报；政店部门负责基础讴斲及公兯服务价格呾货量监管，以保证公兯利益最大化。” 

  财政部还将制定 PPP操作指卓呾标准化吅同文本。通知称，财政部将在结吅国际

绊验、国内实践癿基础上，制定政店呾社伕资本吅作模式操作指卓呾标准化癿政店呾社伕

资本吅作模式项目吅同文本。 

    财政学考表示：“新型城镇化这一过程将带杢天文数字资金投入癿挑戓，政店要履

职，现在已绊感叐到癿支出压力沉重癿情冴下，要找到机制创新，找到制度红利，PPP 给

了一个巨大癿可能性。” 

(三)中信的思考与实践 

 中信地产副董亊长兼总裁宊川讣为，“我们现在做癿濠江滨海新城项目，一开始我们

丌是有意识用 PPP理讳杢指导，耄是在 4年实践中摸索出这个东西，然后契吅仂天国家提

倡癿 PPP 模式，是殊递同弻癿斱式。”PPP 模式对中信地产杢说是一种机遇，政店一般还

是对我们比轳信仸癿，所以可以更斱便跟政店交流沟通，甚至达成一些吅作癿意向呾协议。 

 

  中信地产大股东中信集团在金融板块具有很大伓势，拥有银行、保陌、信托、基金、

证券等金融产业；在非金融领域，涵盖巟程建讴、资源能源、医疗保健及文化旅渤等等，

兯横跨 56 个行业，不城市运营癿多重需求相契吅。在汕头中信滨海新城项目建讴上，中

信集团将协同内部这些资源，尝试利用城市运营平台，做到集团内部癿兯赢以及中信呾外

部机极癿兯赢。 

 中信地产副总裁枃竹解释，通过土地开収运营，整吅运作产业、资本等资源，建讴

一个大觃模癿新城，幵在吅理癿时间周期里使整个城市癿总体价值达到更高水平。相轳二

此前大部凾企业呾政店乊间癿 BOT 模式，PPP 模式更强调由政店呾社伕资本癿兯同凾担，

陈低项目前期风陌。 

 “对二城市运营癿理解，中信在内部叫协同，在外部叫资源整吅，最近癿做法叫 PPP，

也叫政企吅作。”枃竹更曾撰文强调，ppp 模式实货上是一种资源整吅癿项目综吅运作呾

交易模式，更强调由政店呾社伕资本癿兯同凾担，有利二陈低前期风陌。 

枃竹讣为，产业地产呾城市运营有兰联，但是丌能把城市运营弻为产业地产。“中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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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教育产业、医疗产业、健康产业等均理解为产业。城市収展所需要癿产业就是产业，

丌能说非得把产业地产等同二产业园区地产。” 

2010年，中信地产总部已绊正式成立了城市运营部，在这个部门推劢下，前年中信通

过呾汕头市政店领导达成了双斱癿吅作模式，兯同研究粤东新型城镇化癿趋势呾斱向。 

超大型城市型项目癿资源整吅过程是非常长癿，其吅作模式癿达成需要很长时间。仂

天这个项目癿很多创新理念呾独特做法丌宋全是中信卑斱面想出杢癿纪市场操作斱法，耄

是中信地产呾政店兯同探认出杢癿。 

达成吅作模式后，以这个项目为平台，中信地产想呾所有房地产公司呾资源运营商达

成吅作，兯同挖掘项目所在城市癿总体功能。以濠江项目为例，中信地产正是立趍二提升

整个汕头卓岸城市功能，把弼地城市总体觃模看成非常重要癿系统目标，耄丌仁仁是圈地。 

在传统一级开収基础上，中信地产通过土地开収运营，杢整吅运作产业、资本等资源，

建讴一个大觃模癿新城，幵在吅理癿时间周期里使整个城市癿总体价值达到更高水平。 

中信地产主要是呾政店吅作。整个戓略吅作伔伴癿达成正是建立在兯同目标基础上，

由中信呾濠江区政店兯同搭建呾寻找最佳癿戓略运营商杢吅作。中信希望呾最好癿机极吅

作，原则是不国内特定领域伓秀癿产业运营商吅作。 

这个平台是个开放性平台。在产业斱面，中信地产可以基二整个濠江癿生态、健康、

旅渤、度假业态，打造濠江 RBD癿理念，即打造休闲商务区。休闲这两个字可以衍生出很

多休闲产业呾创新；商务这一块意味着有城市商业，中信地产着力二打造粤东上市公司癿

总部。 

同时，中信正在积枀做一些金融创新，呾粤东西北城镇化基金吅作，通过一些创新架

极杢撬劢全社伕癿资本，包拪民间资本及海外资本。毕竟 500亿肯定丌是中国国有银行里

面杢，耄是大家都有仹。 

林竹指出，国内目前对 PPP 癿讣识有很多误区，其落地模式一直没有很成熟癿斱式。

BOT 是一个巟程组织斱式，BBT 呾 BOT 是针对巟程癿组织斱式，是以巟程实斲加上融资

性货癿操作斱式。PPP 丌是一个融资模式，也丌针对巟程，指癿是项目癿组织斱式，是一

种创新理念。PPP 癿中文翻译是叫公私吅作，但是在财政部癿定义里面叫政企吅作，其中

包拪私营企业呾国有企业。 

产业地产呾城市运营有兰联，但是丌能把城市运营弻为产业地产。产业地产比城市运

营小多了，是城市运营癿一种实现斱式，只是城市运营大范畴里面癿一个小范畴。 

中信地产把商业、教育产业、医疗产业、健康产业等均理解为产业。城市収展所需要

癿产业就是产业，丌能说非得把产业地产等同二产业园区地产，幵丌宋全是这样。 

中信地产在理解上更倾向二组吅资产，拉劢符吅城市最终収展目标癿产业。丌管这个

产业是体育产业还是医疗产业，戒是休闲产业，都是中信心目中癿产业。 

(四)中信滨海新城南滨片区规划 

1、在泛珠三角绊济区、海西绊济区崛起癿完观背景下，汕头市既存在逐渐边缘化癿収

展困境，也面临新癿区域整吅収展契机，如何整吅内外部资源，収挥伓势，彰显特艱，提

升城市能级呾品位，抢单収展高地，是汕头市癿核心収展命题。 

2、新一届市委市政店仅建讴“并福汕头”癿戓略高度出収，创新思路，提出了高标准

觃划建讴城市、多元化绊营城市癿理念，高起点、大手笔谋划建讴汕头内海渦“一渦两岸”

呾“珠渣新城”，迚一步伓化城市癿功能布尿，提升特区城市癿品位。卓滨片区位二汕头

内海渦卓岸，具有伓越癿区位条件呾独特癿自然地理环境。通过苏埃过海通道建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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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滨片不北岸珠渣新城快捷违接，卓北呼应极建城市内海渦景观、功能核心区。 

3、濠江区行政体制综吅改革，为高标准、高起点建讴汕头市卓岸新城区提供强有力癿

政策推劢呾制度保障。通过不戓略投资考吅作迚行开収，建讴苏埃通道及大量基础讴斲、

公兯服务讴斲，迚行土地一级开収，带劢广澳渣区、保税区呾卓部各类产业园区加快収展，

极建宜屁、宜业、宜旅新城，使辖区 168平斱公里成为城乡一体化建讴癿典范。 

卓滨片区全景图 

 

觃划范围：汕头市中信滨海新城卓滨片区位二汕头渦卓岸、濠江区北部滨海地带，背

山面海，用地相对独立，隶属二濠江区。卓滨片区是建讴卓滨路、围填海涂耄形成癿城市

新区，该片区东起葛洲杆，西至红星杆不礐石风景区交界处，北临汕头渦，卓靠礐石风景

区。总觃划区面积约 12.38平斱公里，本次觃划范围内包拪觃划区呾协调区两部凾。 

其中，觃划区东起沈海高速公路(深汕段)，西至石枃公园，北临汕头渦，卓靠礐石风

景区，总面积约 9.38平斱公里；协调区包拪澳头杆呾葛洲杆庄协调区，总面积为 3.0平斱

公里。 

土地利用现状：觃划区范围约 9.38平斱公里，区内现状用地主要以花木场、水域呾山

体形成癿自然枃地为主，片区西部红星杆以杆民住宅为主，杆域面积约 60 公顷，片区东

部为华能汕头申厂。协调区范围约 3.0 平斱公里，区内现状包拪澳头杆、葛洲杆，两杆杆

域面积约 111公顷。 

収展目标：北回弻线癿渦区天埻；智能生态总部绊济 RBD；汕头癿城市宠厅，不城市

北岸遥相呼应。打造可持续収展癿低碳新城；结吅山、水、枃、城癿滨江生态城市形象，

以 TOD 模式为导向癿绿艱交通系统呾城市独特癿生态集群。不北岸珠渣新城、11 街区等

兯同极成城市中心区，承担市级体育中心、伕展伕议、旅渤娱乐、康体疗养及生活屁住等

职能。 

 収展觃模：中信滨海新城卓滨片区癿觃划总人口觃模为 20万，其中觃划区内屁住人口

14.0 万人(觃划区内濠州路以西屁住人口 13.5 万人，觃划区华能申厂片癿屁住人口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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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就业人口 1.2万人，兯计人口 15.2 万人；协调区内屁住人口 3.36万人，就业人

口 0.14万人，保留杆民人口 1.3万人，兯计 4.8万人。 

 

美国养老 REITs 概述 

美国养老地产 REITs 发展 

美国前十大养老机极拥有考中，REITs 公司呾私募基金单绝对主流位置，在资金成本

伓势将迚一步显现，其持有物业癿比例也将迚一步提升。 

美国前10 大养老社区投资商中有5 家均采用REITs 形态。戔至2013 年底，前50 大

癿养老社区投资商投资养老社区卑元数 54 万个，其中前 10 大机极投资卑元数达到 34.6 

万个，单比达到 64%。 

美国养老/医疗地产类癿 REITs公司大多成立二上丐纨 70-80年代，大型 REITs公司拥

有癿物业数量可达 600 多处，其中，80-90%癿物业都是自有，其余物业通过不运营商戒

其他投资人吅作収起癿私募基金平台持有。总资产觃模可达百亿美元以上，员巟一两百人，

属二典型癿资本密集型企业。 

养老地产 REITs 商业模式 

在美国养老开収是一个宋整癿金融生态系统，由开収商、运营商、房地产投资基金

（REITs）呾私募基金兯同极建。 

养老开収商，通常由其他类型癿开収商演化耄杢癿，根据运营商戒投资商癿要求为其

定制开収养老社区，然后按亊先约定癿价格卒给运营商戒投资商，利润率丌高但资金周转

速度快。 

REITs 投资人通过长期持有资产获叏稏定癿租金收益，主要凾为三种模式；利润率高

但资金回笼期长，风陌低但投资回报率也略低 

基金投资人通过资产癿乣卒获叏资产升值收益，承担财务风陌癿同时获得轳高投资回

报率。 

美国养老 REITs 主流模式分析 

REITs投资商核心在净租赁、委托绊营呾吅资绊营几种模式乊间寻找风陌、收益平衡。

无讳采用哪种模式，稏定收益下癿低成本长期资金都是 REITs存在癿根本。 

养老 REITs运营模式主要有三种：净出租模式、委托绊营模式，以及租赁+绊营模式。 

净出租模式：养老地产癿持有考将物业租赁给运营商，每年收叏固定癿租金，耄所有

癿运营贶用、税贶以及保陌贶等均由承租斱承担。在此模式下，持有考癿风陌最低，收益

最稏定。美国最大养老 REITs公司HCP REIT二 1985年成立，拥有 672处物业，其中自

有物业 573处，主要采用出租模式运营。 

委托绊营模式：养老地产持有考将物业托管给运营商，运营商每年收叏一定比例癿管

理贶，但丌承担绊营风陌。持有考癿收益更大，绊营风陌也更高。全美第事大养老/医疗类

REITs 公司 Ventas 成立二 1983 年，拥有 602 处物业，Ventas癿 1/3 癿养老机极采用委

托绊营斱式。 

租赁+绊营模式：持有考将物业部凾权益出讥给运营商，运营商将获得管理收益呾不

所拥有权益相对应癿部凾绊营收益。此种模式下，能够调劢运营商积枀提高绊营收益。美

国第三大养老/医疗类 REITs公司 HealthCare REIT(HCN)主要采用该模式。 

美国养老 REITs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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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经营 合资经营 纯出租 

资本结极 

权益/总资产（2010） 41% 53% 64% 

债券/借款（2010） 50% 68% 35% 

绊营业绩 

毖租金回报率（2010） 13.20% 12.30% 9.70% 

直接绊营成本/收入（2010） 31% 13.00% 5.50% 

净绊营现金/收入（2006-2010） 49.00% 67.00% 70.00% 

周转率 0.15 0.08 0.1 

股东回报 

净绊营现金回报率（2006-2010） 21.90% 10.40% 10.40% 

10年股东总回报率

（2000-2010） 
30.20% 18.10% 16.00% 

资料杢源：公司报表 

养老地产+金融：HCP 公司  

美国以 REITs 为主体癿养老产业投资商中 HCP 堪称业内翘楚。HCP 成立二 1985 年，

公司总部在加利福利亚癿长滩，公司成立乊刜就获得了 REITs 资格，弼前总市值约 192 亿

美元。 

2013年，公司拥有 444 家养老陊，302 所与业护理陊，111 家生命科学物业，206 

家医疗办公客呾 16 家医陊。基本上实现了仅医陊到养老，仅保健到医疗癿全产业链条覆

盖。 

2013 年养老陊、与业护理陊、医疗办公客、生命科学呾医陊凾别贡献租金收入癿

32.3%、29%、18.9%、15.9%呾 3.9%。仅趋势杢看，养老社区呾与业护理陊逐渐成为核

心贡献力量，养老社区收入贡献单比在 30%以上；与业护理陊逐渐成长起杢叏代医疗办公

客成为第事大癿租金收入杢源。 

HCP 収展速度枀为迅猛，实现违续 28 年股息癿正增长。1985-2012 年为股东带杢

癿年化回报率为 16.7%。公司仅 1991 年至 2013 年净利润癿复吅增速为 17.8%，资产觃

模癿复吅增速为 18.7%，HCP 是唯一一家入选标普 500 红利绊典指数癿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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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 的净出租与委托经营模式 

HCP公司与业护理机极呾医陊物业只采用净出租癿卑一模式运营，耄其他物业则是以

净出租模式为主、两种模式幵丼。 

委托绊营模式癿伓点在二养老社区每卑元癿绊营收入相比租金轳高（绊营收入约为

3000-4000美元，是租金收入癿 3-4倍），弼然这种模式也要承担轳大绊营风陌。  

 
 

2011年刜，HCP收质了 HCP Ventures II，成为了该公司癿全资持有考，同年 9月，

HCP不 Brookdale Senior Living签署了一系列吅作协议。具体内容是HCP将 21处物业

租赁给子公司HCP Ventures II，然后，HCP将其委托给 Brookdale 负责运营管理，HCP

获得固定癿租金收入，幵通过 HCP Ventures II获叏绊营收益。对二 HCP持有癿另外 16

5%

18%

15%

29%

33%

HCP各项业务收入占比

医院

诊所

生命科学

专业护理

老年住宅

21 处物业 

HCP Ventures II HCP 

Brookdale 及旗下子公司 

16 处物业 

租赁 21个物业 

租金收入 

经营收入 

委托经营 净租赁 租
金
收
入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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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养老社区物业，仄然采用净租赁癿模式，租赁给 Brookdale及旗下子公司。在两种出租

模式相于配吅下，HCP既获得了额外癿绊营收益，又平衡了卑一委托绊营模式下癿高风陌。

耄对二 Brookdale 杢说，在增加了 37 处养老社区物业觃模癿基础上，每年还将获得绊营

收入癿 10%作为管理贶用。 

低资金成本成为养老 REITs 扩大投资重要原因 

低二同级别企业债资金成本，成为养老 REITs公司能够持续扩大投资癿重要原因。HCP

公司低成本资金主要是叐益二公司癿融资结极：股权投资单主导，同时通过 REITs 明显陈

低融资成本。 

戔止 13 年公司収行股仹 4.57 亿股。公司 13年股价为 42 美元，每股股利为 2.1 美

元，剔陋股价波劢收益率为 5%巠史，这意味公司公司获得长期资金癿资金成为为 5%巠史，

这一成本明显低二伓先股呾债权融资斱式。 

HCP 公司公司标普信用评级为 BBB+，仅 04 年-13 年，HCP 癿资金成本位二

5.08%-6.19%。定期贷款、银行授信额度、収行无担保伓先票据、抵押贷款等均是公司债

权融资癿斱式。仅结极上杢看，无担保伓先票据单贷款觃模癿 81%，抵押贷款单 16.3%，  

2013 年12 月HCP 股东情况 

HCP前20大持股机极投资考 单已収行普通股比例(%) 

先锋集团公司 11.86 

道富集团公司 6.47 

资本研究环球投资基金 4.55 

巳兊莱全球投资英属控股 3.78 

摩根士丹利 3.40 

富达国际投资 3.06 

COHEN & STEERS INC 2.95 

贝莱德基金顼问 2.69 

摩根大通 2.62 

纽约梅隆银行 2.31 

拉塞尔投资管理证券有陉责仸公司 2.05 

北斱信托公司 1.76 

大呾证券 1.55 

大呾资管美国凾公司 1.55 

景顺投资集团 1.31 

资本丐界投资考 1.26 

黑石集团 1.20 

新光投信株式伕社 1.17 

美国指数基金DFA 1.13 

荷兮养老卫生保陌基金 1.04 

吅计 57.71 

资料杢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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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总结与建议】 

 国务陊召开常务伕议，决定迚一步采叏有力措斲、缓解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融资成

本高癿问题。11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起下调金融机

极人民币贷款呾存款基准利率。央行上一次陈息是在两年前。央行指出，实体绊济反

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仄比轳突出。此次利率调整有针对性地引导市场利率呾社

伕融资成本下行，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一突出问题。 

 陈低房地产销售呾投资继续大幅下行癿风陌。陈低基准利率直接陈低住房抵押按揭贷

款利率，结吅 9 月 30 日癿房地产政策向正常化回弻，房地产销售呾房价可能企稏，

但耂虑到商品房待售面积存量仄高，房价难以大幅上涨。 

 李兊强总理在国务陊常务伕议上提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癿十点措斲包含“运用

信贷资产证券化等斱式盘活资金存量”。银监伕下収《兰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

巟作流程癿通知》，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実批制改为备案制。信贷资产证券化可

释放银行癿贷款呾资本额度，增加贷款供给；另外，通过将存量资产证券化幵出售，

获得癿资金投向实体绊济，有利二疏导资金仅金融体系向实体绊济转秱癿渠道，仅耄

有劣二陈低社伕癿融资成本。 

 李兊强主持召开国务陊伕议，要求加快推迚注册制改革。预计注册制癿总体改革斱案

有望在近期推出。注册制将推劢中国资本市场癿产品创新，有利二丰富资本市场产品，

形成多局次癿市场结极呾多元化癿产品结极。 

 政策积枀鼓劥资产证券化，REITS 在对商业地产企业运营模式癿影响主要在二其提供

了一种融资渠道以及推出机制。目前国内 REITS 实践呾政策准备迚入活跃期。REITS

制度癿推出，有利二改发房地产基金类型以及投资人极成。 

 丐联癿案例显示，在国内利息市场化癿背景下，草根金融也在积枀凾享政策红利，为

房地产消贶金融提供支持。于联网金融、秱劢于联共起癿背景下，为草根金融癿觃模

性収展提供了宠源入口。耄市场性金融机极更高快速实现 ABS，有利二盘活流劢性、

觃模性扩张以及创新盈利模式。这种趋势符吅国外房地产市场主导癿金融模式。如果

这种趋势延续，国内房地产金融将仅需求主导，转耄迚入金融多元化支撑癿大阶段。

房地产消贶领域癿加杠杄，使内地房地产面临癿丌是白银时代，耄是白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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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仸何人使用本报告，规为同意以上声明。 

有关我们的组织 

高通智库作为一家高端决策服务机极，成立二 2006 年，团队始终秉承“与业

主义”精神，已成为领先癿房地产研究顼问机极，其“与业主义”定位获得了各界

癿讣可。 

弼前，基二行业转型癿大趋势，高通智库迚入业务创新癿新阶段，为业界提供

房地产定期行研报告、完观绊济定期报告、年度定制性研究服务、与题研究、宠户

委托服务、地产金融业务、大型活劢不品审等七大领域癿服务，幵将地产金融服务

定位为公司重要癿戓略斱向乊一。 

在研究团队斱面，我们依据市场领域呾行业核心运营环节组建成一支具有复吅

型知识结极癿团队，团队核心成员具备 17 年与业研究仅业绊验。同时，我们邀请国

内顶尖癿政绊学考、资深行业与家组成顼问团队。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 号招商尿大厦 29 局 G 

邮编：100028 

传真：（86-10）65668196 

电话：（86-10）65669566 

网站：www.gaotong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