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行业监测月报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债市

二、本期行业要闻

 本期新发 12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16.70 亿元，共
涉及主体 11 家，主体级别以 AA 及以上为主。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行业

四、报告声明

 金融资本介入，有望逐步确立贯穿租赁业务开发运营-消费-退出全产业链的金融支撑体系
点评：与传统的开发模式相比，租赁一直面临运营周期长、
回报率低等问题。银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长租运营企业
的现金流形成支持，加之租赁住房 REITs 的逐步推进，租赁
业务的金融环境不断改善。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推多项改革，房地产难逃敏感行
业定位
2017.11.01～2017.11.30

点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推多项改革，政府对外投资的态度
愈发谨慎，
“敏感类”项目审批从严，房地产境外投资额将
继续下滑。

 前 10 个月房地产销售增速再回个位
点评：前 10 个月，房地产行业各项指标环比持续下滑，调
控政策短期内难有方向性转变，消费端和供给端观望情绪强
烈，预计明年多项数据仍将持续回落。

企业
 标普宣布宝龙地产长期企业信用评级，从 B 升至 B+
级

大公房地产行业小组

 秦禾集团发布了在院落营造体系中取得的“10 大专
利营造工法”

负责人：王桐桐
成员：马映雪

点评：在宏观调控的影响下，商品房销售速度放缓，房企最
大的风险是资金链断裂。宝龙地产多数位于长三角的住宅地
产的销售未来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优质的自持物业能
为其提供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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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在宏观调控销售增速放缓背景下和房企追求规模的趋
势下，产品的差异化设计和附加值的提升将成为部分注重产
品研发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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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2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16.70 亿元，共涉及主体 11
家，主体级别以 AA 及以上为主。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房地产行业新发 12 支债券，发行总额 116.7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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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

发行总额
116.70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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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全部为 1 年以上，公募和私募发行方式各占一半，
涉及到的发债主体共 11 家，主体级别以 AA 及以上为主，其中 3 家主体级别为 AAA，3
家主体级别为 AA+，3 家主体级别为 AA，1 家主体级别为 AA-，1 家主体级别为 A；评级
机构中，联合资信评级 1 次，联合信用 1 次，中诚信国际评级 3 次，中诚信证券 4 次，
大公国际 2 次；从债券类别来看，中期票据 3 支，公司债券 4 支，定向工具 5 支。

（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金融资本介入，有望逐步确立贯穿租赁业务开发-运营-消费-退
出全产业链的金融支撑体系；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推多项改革，房地产
难逃敏感行业定位；前 10 个月房地产销售增速再回个位。
要闻 1：金融资本介入，有望逐步确立贯穿租赁业务开发-运营-消费-退出
全产业链的金融支撑体系
近段时间以来，租赁市场发生基建事情引人关注：11 月 3 日，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与包括万科、华润、碧桂园等在内的 11 家房地产企业签署房屋租赁战略合作协议，同
时，建行还推出个人住房租赁贷款“按居贷”，为租户提供纯信用贷款租房。中国银行
厦门市分行与厦门市国土局签署《厦门市住房租赁市场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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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赁市场各参与主体提供全链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以上信息基本表明了推动租赁市
场的主要金融要素正在形成：企业的金融支持、个人端的消费信贷支持、项目层面的资
产证券化与退出机制等，有望逐步确立贯穿租赁业务开发-运营-消费-退出全产业链的
金融支撑体系。
（资料来源：房天下网站）
点评：与传统的开发模式相比，租赁一直面临运营周期长、回报率低等问题。银企合作，在一定
程度上对长租运营企业的现金流形成支持，加之租赁住房 REITs 的逐步推进，租赁业务的金融环
境不断改善。

要闻 2：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推多项改革，房地产难逃敏感行业定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管理，本月初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企业境外投
资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中资企业开展“敏感类”项目（包括涉
及敏感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境外投资时，必须通过发改委的审批，
无论投资由境内企业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进行。本次征求意见稿未明确将房地
产列入敏感行业。但是，鉴于四部委今年 8 月份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
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列为限制类行业，业内普遍认为，房地产事实上已被标示
为敏感行业。
（资料来源：证券日报）
点评：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列为限制类行业，房地产难
逃敏感行业定位，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推多项改革，
“敏感类”项目审批从严。

要闻 3：前 10 个月房地产销售增速再回个位
11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1～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前
10 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0,544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8%，增速比 1～9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10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有所回落，环比下降了 11%，同比增速仅
为 5.58%。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楼市调控政策持续发酵，房价上涨受到严控，时至年
末，适合开工的土地储备极其有限，企业开工意愿有了一定程度下降。前 10 月销售面
积、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2%和 12.6%，比前 9 月分别回落 2.1 和 2 个百分点，从单
10 月看，商品房销售面积同、环比齐跌，分别下降了 6%和 18%，而销售金额同、环比
下降分别达 2%和 19%，一方面是政策层面依旧严苛，限售城市持续扩容，截至目前已有
47 城相继落地限售，降低了投资客们对房价的预期，成交回落明显，部分城市也延缓
了预售证的审批，客观上造成新盘的延迟入市，供应紧缩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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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资金的大幅收紧也是销售下滑的重要因素。（资料来源：经济参考报）
点评：前 10 个月，房地产行业各项指标环比持续下滑，调控政策短期内难有方向性转变，消费
端和供给端观望情绪强烈，预计明年多项数据仍将持续回落。

三、本期企业动态
又一国企杭钢集团出售项目股权退出房地产行业；央企地产龙头
中海地产为进入雄安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标普上调宝龙地产长期企业
信用评级，从 B 升至 B+级；泰禾集团取得了 10 大专利营造工法，成
为了房地产行业中首个申请专利的房企。
（一）股权变更
杭钢集团（中性）
11 月 23 日杭钢集团公布信息，拟转让 8 个下属房地产项目股权，股权出让后，
杭钢集团退出房地产行业。又一国企退出房地产行业。

（二）股权变更
中海地产（中性）
11 月 22 日，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中标单位落定。中国建筑旗下中建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投资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为进入雄安迈出了实
质性步伐。

（三）其他重大事项
1、宝龙地产（正面）
2017 年 11 月 21 日，标准普尔宣布上调宝龙地产(HK.1238)评级，长期企业信用
评级从 B 升至 B+级，优先无担保票据评级由 B-升为 B 级，评级展望稳定。标普报告称
宝龙在未来两年内会继续降低杠杆水平，且随着公司加大其不断扩大的投资物业组合，
收益稳定性和偿债能力将实现重大改善和提升，故上调宝龙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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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泰禾集团（正面）
11 月 11 日，泰禾集团举办了“独一无二的院子”专利发布会。此次发布会公开
发布了泰禾在院落营造体系中取得的“10 大专利营造工法”，集中展现了泰禾在中式
建筑上的成熟营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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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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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小组，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