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行业监测月报
评级调整——大

债 市
目

录



新发债——本期新发 47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406.2 亿元，以公募
发行为主，本期新发债券规模环比大幅增长 97.09%。

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债市波动——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债务到期情况——房地产行业本期有 8 只债券到期，总额 80.40 亿
元。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四、报告声明

行 业


行业数据——7 月一线城市成交无明显变化，二三线代表城市成交有
所分化。



【点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
体经济发展，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监测周期
2018.07.01-2018.07.31

行业政策——中央微调财政金融政策，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企 业


评级调整——上海新世纪将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
用级别由 AA 调整为 AA+；中诚信国际将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调整为 AA；上海新世纪将华鑫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上海新世纪将上海
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作

【点评】整体来看，政府或股东支持带动资产规模、融资能
力等增强，是相关受评主体信用等级等到提升的主要原因；
而股权结构的不稳定，则会使公司内管管理能力受损。

者

大公房地产行业小组



债务违约——无。



公司新闻——碧桂园服务与合资伙伴订立合资协议；新城控股收购

负责人：

王桐桐

江苏新启。

成 员：

于鸣宇、曾令歌

【点评】成立合资公司将提高集团管理业务现有范围，并将
促进集团将业务扩张至中国大型央企、中国政府及其他中国
企业和机构的物业管理新领域，践行“三公一业”市场化改
革。

联系电话： 0105108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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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 47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406.2 亿元，以公募发行为主，本期新发债券规模
环比大幅增长 97.09%。
房地产行业本期新发 47 只债券，发行总额 406.2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公司债券、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定向工具。本期发债企业主要包括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4 家。本期新发债券数量环比有所下降，新发债规模较上
月增长 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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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2

47

定向工具、中期票据、公司债、短期融资券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市波动
7 月，债券市场无波动较大的房地产行业债券。

（三）债务到期情况
房地产行业本期有 8 只债券到期，总额 80.40 亿元。本期涉及债券兑付的企业主要包
括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债券类别为中期票据和公司债。以上到
期债券均按时还本付息，未发生兑付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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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情况
（一）行业数据
图 1 房地产行业主要指标
三类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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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土地供应方面，7 月，40 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为 5,060.00 万平方米，当月同比增
加 15.66%。
销售价格方面，各地继续以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为主基调，坚持分类
调控，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6 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无变
化。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上升 5.10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6.60 个百分点。70 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
城市有 4 个，上涨的城市有 63 个。从环比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6%，涨幅比 5 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和上海价格持平，广州和深圳价格分别
上涨 1.9%和 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1.2%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上涨 0.7%。从同比看，70 个大中城市中，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由 5 月下降转为上涨 0.1%。
销售及库存方面，1～6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 77,143.2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0%，增速比 1～5 月份提高 0.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3.2%，办公楼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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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面积下降 6.1%，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 2.4%。商品房销售额 66,945 亿元，增长
13.2%，增速提高 1.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14.8%，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3.2%，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 5.7%。

（二）行业政策
要闻 1：中央微调财政金融政策，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会议指出，下半年要保持
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要求，货币金融方面，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
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
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货币金融政策进行了微调，在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的同时，财政政策将在扩内需和调整结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意味着在面
临经济下行压力情况下，未来财政政策在减税、调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培养新的增长
点、罗达内需等方面将有更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未来
房地产市场发展方向，在金融财政政策定向“宽松”的同时，房地产政策将持续“收紧”。
未来，在“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基调下，房地产调控不会放松，“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
问题”的目标导向下，长效机制也将加快建立。

【点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更
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要闻 2：各地创新和完善调控政策，保障合理居住需求
7 月以来，热点地区调控政策更为精准、灵活，重点保障合理居住需求；部分三四线
城市调控政策补位、升级，限购限售等政策仍在扩围。监管方面，多数省市加强房地产
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投资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从政策出台的频率来看，7 月各地调控政
策依然保持从严态势。此外，各地加快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建设，规范公积金提取秩序，
继续完善基础性住房制度。
省城联动调控，一二线城市继续优化调控政策，保障合理购房需求。湖南出台“湘十
一条”，要求各地市根据住宅库存去化周期情况灵活实施不同的调控措施和棚改货币化措
施，防止长沙楼市调控“溢出效应”冲击。重庆调整主城区（含开发区）房产类税率政策
以稳定房地产市场秩序。各地强化房地产市场秩序整顿。浙江、湖北、河南、重庆、广
州、三亚、济南、兰州、合肥、佛山、昆明、大理、西双版纳等省市强化房地产市场监
管，严厉打击和查处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点评】长期来看，供需结构失衡是导致目前我国住房问题的主要原因，着
力扩大有效供给，是楼市调控顶层设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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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一）评级调整
1、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17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 调整为 AA+，展望为稳定。

【点评】光明集团对光明地产融资担保和委托贷款支持力度加大、资金回笼
情况良好、土地储备充足且区位良好。
2、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6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主体信用级别由 AA-调整为 AA，展望为稳定。

【点评】2017 年以来，我爱我家控股集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了
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资产实力显著提升，且非受限货币资金对短
期债务覆盖程度良好，作为上市公司融资渠道较为畅通，短期流动性充裕；同时，
公司自持物业比例较高，百货门店地理位置优越。
3、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6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点评】近 5 年来，新黄浦股权结构稳定性较弱，已发生数次股东争夺控制
权的事件，2017 年中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增持公司股票，中长期内存在新黄
浦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可能性，基于内部治理等因素的考虑将展望由稳定调整
为负面。
4、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0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华鑫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主体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主体信用级别为 AA。

【点评】公司控股股东仪电集团完成后续划拨计划后，公司在业务、资产规
模及权益方面将有所增长，整体实力将得到提升。地产板块后续划拨计划已获得
仪电集团总裁办公会同意，公司作为仪电集团旗下唯一房地产运营平台地位不变。

（二）债务违约
无

（三）企业新闻
碧桂园服务与合资伙伴订立合资协议；新城控股收购江苏新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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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涉及企业

成立合资公司

碧桂园服务

股权收购

新城控股

 成立合资公司
1、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9 日，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碧桂园物业服务与合资伙伴
就成立合资公司订立合资协议，目的为投资承接合作中央企业之“三公一业”改革之物
业管理及增值服务。根据合资协议，碧桂园物业服务将出资 4 亿元，且合资伙伴将出资 1
亿元，以分别认购合资公司 80%及 20%股权。成立合资公司将提高集团管理业务的现有
范围，并将促进集团将业务扩张至中国大型央企、中国政府及其他中国企业和机构的物
业管理新领域，践行“三公一业”市场化改革。

 股权收购
1、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雅聚置业有限公司拟以 97,289 万元收购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江苏新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有的江苏新启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江苏新启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将通过江苏新启持有银行股权，将有
助于未来融资工作开展，为公司战略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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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