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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4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97.50亿元，共涉

及主体 12家，主体级别为 AA以上。 

行业 
 “十九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点评：十九大对于房地产的定位，确定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总

基调，未来房地产竞争格局将有所改变，为租赁市场提供了

较大的发展空间，促进房地产企业向“出售与持有运营并举”

的转型。 

 地方调控继续深化，限售模式强力抑投机稳楼市 

点评：相对于限购限贷来讲，限售政策既能实现去库存的导

向，同时通过强制购房者增加持有时间，增加了投资投机购

房的风险，防范各类短期资金套现，有利于抑制投资投机、

让住房回归其居住本质。 

 租赁住房 REITs 成功获批，住房租赁证券化实现破

冰 

点评：保利成功发行首单 REITs产品具有极为强烈的政策导

向，有助于鼓励企业参与发展租赁型住房，多渠道提供房源；

同时拓宽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了

“开发+经营”的另一种盈利模式。 

企业 

 广宇发展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鲁能集团住宅

资产 

点评：鲁能集团结束了 8年的上市重组，同时实现了 20强

房企全部上市；广宇发展业务规模大幅增加。 

 万科抢占雄安先机，成为雄安新区第一家房地产公

司 

点评：万科为房地产企业入驻雄安打开大门，成为业界标杆，

主要得益于企业在城市配套服务运营商道路上的探索和国

资背景。 

房地产行业监测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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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4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97.50 亿元，共涉及主体 12

家，主体级别为 AA以上。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房地产行业新发 14 支债券，发行总额 197.5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短期

融资债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和定向工具。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房地产 197.50 14 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券、定向工具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4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 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13支，发行方式主要为

公募，涉及到的发债主体共 12家，主体级别均在 AA 以上，其中 3家主体级别为 AAA，

5 家主体级别为 AA+，4 家主体级别为 AA；评级机构中，联合资信评级 2 次，联合信用

2次，中诚信国际评级 4次，中诚信证券 4次，大公国际 2次，东方金城 1次；债券类

别来看，中期票据有 5支，超短期融资券有 1支，短期融资券 1支，公司债券 6支，定

向工具 1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发行票 

面利率 

债券 

期限 
债券种类 

发行

方式 

主体 

级别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华业资本 CP001 20.00 5.00  1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A-1 东方金诚 

17 金地 SCP001 10.00 30.00  0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A - 联合资信 

17保利房产MTN001 10.00 25.00  5  中期票据 公募 AAA AAA 中诚信国际 

17 蓝光 MTN001 6.00 30.00  3  中期票据 公募 AA+ AA 
 中诚信国际、

大公国际 

17 阳光城 MTN004 7.60 12.00  5  中期票据 公募 AA+ AA+ 中诚信国际 

17华远地产MTN001 30.00 15.00  5  中期票据 公募 AA AA 中诚信国际 

17建发地产PPN003 5.00 7.00  3  定向工具 私募 AA+ - - 

17建发地产MTN002 11.00 10.00  5  中期票据 公募 AA+ AAA 联合资信 

17 合景 03 10.00 8.40  5  公司债 私募 AA AAA 中诚信证券 

17 合景 04 13.20 21.60  3  公司债 私募 AA AAA 中诚信证券 

17 滨房 01 20.00 6.00  5  公司债 公募 AA+ AA+ 联合信用 

17 世茂 G3 20.00 5.00  3  公司债 公募 AAA AAA 联合信用 

17 沪中环 10.00 3.00  5  公司债 公募 AA AA 中诚信证券 

17 卓越 01 10.00 19.50  5  公司债 公募 AA+ AA+ 中诚信证券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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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十九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地

方调控继续深化，限售模式强力抑投机稳楼市；租赁住房 REITs 成

功获批，住房租赁证券化实现破冰。 

要闻 1：“十九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10 月 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

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其中报告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为实

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实现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针对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报告

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一章节中，提出“加强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并对房地产市场定下“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调，坚持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点评：十九大对于房地产的定位，确定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总基调，未来房地产竞争格局将有所改

变，为租赁市场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促进房地产企业向“出售与持有运营并举”的转型。 

要闻 2：地方调控继续深化，限售模式强力抑投机稳楼市 

继 9 月末各地连续收紧调控政策后，进入 10 月，多地相继出台楼市调控措施，并

均以“限售”为主扩围升级。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 50 个城市实行限售措施。从

出台政策的城市来看，绍兴、昆明、德州、聊城、襄阳等此前没有出台限购限贷限售政

策的城市，在此次进行了相应的调控，其中聊城新政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三亚

限购限售升级，随后海南再次从全省升级调控措施，继续限制岛外投资性购房，并延长

海口、三亚、万宁和陵水等四个市县的限售年限。同时，石家庄将经济适用房纳入限售

范围。在本月的楼市调控中，除海南、石家庄外，其他城市均为首次出台限售政策，预

期将对后期市场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资料来源：房天下网站） 

点评：相对于限购限贷来讲，限售政策既能实现去库存的导向，同时通过强制购房者增加持有时

间，增加了投资投机购房的风险，防范各类短期资金套现，有利于抑制投资投机、让住房回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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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本质。 

要闻 3：租赁住房 REITs 成功获批，住房租赁证券化实现破冰 

随着租售并举住房体系的推进，与其配套的金融改革和工具也实现了重大突破。10

月 23 日，国内首单央企租赁住房 REITs、首单储架发行 REITs——中联前海开源-保利

地产租赁住房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产品总规模 50 亿

元，以保利地产自持租赁住房作为底层物业资产，采取储架、分期发行机制。此前，国

内已发行数个私募 REITs以及类 REITs 产品，但尚未出现真正的公募 REITs，此次保利

租赁住房 REITs的破冰验证了“以 REITs 打通租赁住房企业退出渠道、构建租赁住房完

整商业模式闭环”的可行性，对于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市场建设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资

料来源：证券日报） 

点评：保利成功发行首单 REITs 产品具有极为强烈的政策导向，有助于鼓励企业参与发展租赁型

住房，多渠道提供房源；同时拓宽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开发+经营”

的另一种盈利模式。 

三、本期企业动态 

9 月销售业绩多数房企保持增长，其中碧桂园销售额位居榜首，

融创中国增速远超其他房企；广宇发展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鲁

能集团住宅资产；房企通过收购方式获取土地，其中秦禾股权收购

频繁；万科抢占雄安先机，成为雄安新区第一家房地产公司。 

表 3  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业绩披露 

碧桂园 

2017 年 9 月，碧桂园实现销售额 475 亿元，

同比增长 2.9%；1～9 月，碧桂园实现销售金

额 4,281.7 亿元，成为首家销售规模突破 4 千

亿的房企，2017 年全年销售目标为 5 千亿元。 

正面 

融创中国 

2017 年 9 月，销售额 430.4 亿元，同比增长

218%；1～9 月，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2,044.7

亿元，同比增长 133%。 

正面 

股权变更 鲁能集团 

10月27日，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鲁能

集团旗下重庆鲁能34.50%的股权、宜宾鲁能

65.00%的股权、鲁能亘富100.00%的股权、顺

义新城100.00%的股权以及重庆鲁能英大

30.00%的股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91.11亿元。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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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购 秦禾 

10 月 9 日，秦禾以 21.8 亿元竞得“恒海国际

花园别墅”项目；10 月 11 日收购朗诗位于天

津生态城项目，初步定价 8.50亿元；10 月 18

日，以 7.9亿元收购杭州 902亩土地 49%股权；

10月 20日以 6.51亿元收购谦峰置业剩余 51%

股份；10 月 23 日，以 3.12 亿元收购句容翔

峰置业及江苏龙山置业 100%的股权；10 月 27

日，以 5.7 亿元收购河北脉汇股权。 

中性 

其他重大事项 万科 

万科在河北雄安新区注册成立房地产公司，该

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元，是雄安新区第一家房

地产公司；10 月 28 日，万科还宣布，雄安万

科建筑研究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营，成为雄安新

区首个投入运营的建筑技术研发实验室，也是

万科继东莞万科建筑研究中心后第二个此类

型研究机构。 

正面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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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

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银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