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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政策：“分类指导、因城施策”的提出

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整体将以平稳运营为主；

但房价仍具有一定的下探空间。 

区域分化：在三四线城市销量难有起色的背

景下，一二线城市将成为全年市场的亮点。 

拿地模式：土地价格的高企将使得主流房企

在产业地产、养老地产等方向投入更大精

力。 

企业经营：房企资产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

运营压力增大；现金流将承压。 

融资渠道：房企融资难度仍然较大，且资金

成本较 18年末的水平难有显著下降。 

债务负担：房地产企业存续债主要于 2019～

2020年到期，偿债压力较为集中。 

信用质量：2019年，大型房地产企业整体信

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且同中小型企业在信用

方面的差异将进一步加大。 

信用风险展望 

房地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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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2018 年，行业延续了监管趋紧基调，调控政策持续扩容，同时

注重边调边治理，在调控的同时重点打击楼市乱象，既抓典型又严监

管；且长效机制的陆续出台使得房产分类阶梯式消费的构建初见眉目，

这也为解决高房价和区域间的库存不合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

2018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口号，

市场预期由“慢涨”变成“下跌”。投机属性剥离，使得住宅的居住

属性被进一步强化，住宅市场也由商品化住宅为主的市场向商品房、

租赁住宅和保障性住宅三位一体的三元化方向升级。 

预计 2019 年，受市场需求端、供应端、金融端等多维度监管持

续收紧影响，整体市场将仍处于调控压力之下，但区域间不断分化，

也将使得调控政策出现差异化。其中，一线城市受供应明显增加且房

价预期松动影响，在价格保持平稳的基础上，成交量有望显著回升；

二线城市则将继续演绎周期轮动，城市间将有所分化，但二线城市整

体市场将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而多数普通三四线城市在各线中需求

的支撑基础最为薄弱，且棚改货币化的逐步退出，使得其在市场调整

周期中面临的压力较为严峻。从行业整体运营情况看，由于持续紧缩

的政策环境将导致销售增速开始下降，销售的萎缩和融资渠道受阻将

致使投资开发增速进一步缩减。从企业层面看，在调控政策的背景下，

房企资产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受销售增速放缓和融资环境紧缩的影

响，且叠加即将到期的大额债务，未来房企的现金流将承受较大的压

力。从债市方面看，受银行放款收紧影响，为缓解资金压力，房企将

不断寻求资产证券化和专项债券等创新型的融资方式；而房地产企业

大量债券的到期，2019 年房地产企业偿债压力较为集中。从行业信

用水平看，房地产企业信用水平受“马太效应”的影响，将进一步分

化，大型房企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中小型房企面临一定的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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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之下,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寒

冬”；2019年，“分类指导、因城施策”的提出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整

体将以平稳运营为主；但整体房价仍具有一定的下探空间。 

房地产行业是政策敏感度极高的行业，尤其当政策调整涉及信贷、

金融利率、住房结构及土地时，都会对行业供需产生影响。下图为

2011年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历次重大政策调整及对应的行业变化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1 年以来，我国房地产行业所经历五次行业拐

点，都是因为政策转向所导致的。 

图 1  2011 年以来行业政策调整与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通常来说，政策的变化会导致商品房销售情况立刻随之发生转变，

而房价的变化则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从图中可以发现，历次调控政策

出台后，当月的商品房销售额变化趋势会立刻发生变化，而房价的变

化趋势则仍将持续三到六个月后才会发生转变。而调控的手段，则根

据调控的目标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收紧市场时主要会通过基于户

籍政策的限购、限贷等政策来缩减需求端，同时会在供给端对房地产

拿地政策和销售政策进行紧缩，而当提升市场景气度时，则会优先通

过金融手段，例如放宽信贷首付比例、加强授信指导、以及通过利率

下降来刺激投资性需求等方式来促进市场回暖，同时也会辅以限购政

策的放松。 

当然，我国房地产规模的持续增长，以及整体杠杆水平的提升，

也使得传统调控政策的效应下降，调控难度有所上升；故而政府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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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调控政策的基础上，逐步丰富调控工具的种类；例如 2015 年以来

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其主要助力为政府通过棚改货币化注入的大

量流动性。 

2018 年政策变化的分水岭，是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提出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

机制。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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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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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而来的，是多区域、多轮次的全国性房地产紧缩调控。 

调控区域方面，2018 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整体呈分散化和扩大

化趋势。地方房地产政策调控在旧有强化的基础上，调控覆盖区域也

进一步扩围。呈现出在热点城市调控政策全面升级的同时，部分三四

线城市调控政策频出的现象。2018 年以来，扣除常规性的监管政策，

仍有共计超过 30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13 个县级城市出台调控政策。整

体来看，目前各线城市常用的调控手段仍围绕着限购、限贷和限售来

进行；但此轮调控政策精准化的特点，使得不同城市政策的具体内容

差异化明显，且调控力度上对一二线城市明显严厉于三四线城市。 

具体来看，过往调控政策较少波及的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在本轮

调控中也面临着调控的扩围和升级。如成都和贵阳对调控政策进行差

异化调整，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家庭类型实施差别化限购政策，并对

全市范围内实施限售政策。而长沙和太原则对调控政策进行全面加强，

提高购房限制标准，延长限售年限，暂停企事业单位购房，并提高住

房转让环节个税征收率。西安将限制区域商品房限售年限提升至两年，

并暂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购买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但在中西部

区域整体调控加强的大背景下，也不乏仍旧面临较大库存压力，调控

有所放松的城市，如兰州实施更为灵活的调控政策，取消边远城区限

购条款，仅对热点区域增加限售调控措施。 

在传统的房地产开发热点区域环长三角、珠三角周边城市均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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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继续加码的局面的同时，曾经作为去库存重点区域的东三省在库

存水平明显下降的大背景下，整体调控力度有所升级，且调控范围有

所扩大。不仅长春和沈阳均连续出台调控政策，强化购房限制措施，

并将限售范围扩至全市。而且之前未进行调控的大连和哈尔滨也均被

纳入调控范围，其中大连针对不同户籍人群、不同购房需求实施限购、

限贷、限售措施。而哈尔滨则对主城区新建住房实施限购政策。 

除了传统的限购、限售和限贷等政策，2018 年以来调控政策的

另一大变化就是非常注重对于市场监管的强化，通过规范市场秩序，

保障合理购房需求。同时，在加强商品房调控的同时，通过加快租赁

住房、政策性住房建设，促进我国住房供应结构不断优化。在住建部

发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中，强调热点城市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用地占新增住

房用地供应需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提升至 50%以上。在中央各项鼓励

政策出台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已在持续推进租赁住房、政策性住房

建设。 

在做好存量土地经营的同时，政府也在不断在土地增量端进行拓

展，通过推动集体土地入市，降低土地整体价格。2018 年 12 月末，

北京大兴区瀛海镇推出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共约 20 万平方米，全部将

用于共有产权房及配建设施，这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尚属首次。集体土

地的入市，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且有利于扩大建设用

地供应，而且有助于后续土地市场的交易活跃的，即有更多土地可以

加入到土地供应市场。直接出让的规定，也使得征地的成本和环节减

少，这是利好降低土地的基准价格的。 

综上，作为主导行业周期变换的关键因素，政策在整个地产行业

的波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政策端来看，2018 年 7 月

末，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专门对房地产进行了论述：“下决心解决好

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

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2018 年 10 月末，人民日报多次刊文表态“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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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不会放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意味着既不会放松房地产

调控，让房地产调控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也不宜盲目加大调控，突

然增加相关企业、银行和购房者的额外压力。这种情况下，整体上看，

2019 年，房地产市场既不会大幅下行，也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整

体将以平稳运营为主，商品房销售额增速将维持在 5%左右；而对于

房价，目前房价增速仍未平稳，仍具备一定的下探空间。预计 2019

年房价增速将保持在-2%～2%的水平。具体来看，对于 2019 年的房地

产市场： 

1、政策方面，相较 2018 年地产行业前高后低的大幅波动，2019

年房地产行业整体将呈底部运行的态势。调控政策的边际放松使得短

期内地产行业找到了“底”，2019 年基本上行业都将在这个底部徘徊。 

2、区域变化方面，2019 年，之前被政策过度抑制的一线城市和

强二线城市将有望能为全年销售的亮点，只是因为在整体要求稳定的

情况下，棚改货币化的退出以及三四线前期购房潜力的大量透支，使

得 2019 年三四线销售将呈现萎缩态势；因此一二线的调控将有所放

松，进而带动其销量增长，以保证全年整体销售的稳定。 

3、资金方面，虽然全年货币总量呈宽松态势，但地产行业的信

贷仍将受到限制，融资难度仍然较大，且资金成本较 18 年末的较高

水平难有显著下降。 

4、拿地模式方面，招拍挂仍将是主流，但土地价格的高企使得

这部分只能保证企业在规模方面的诉求。前期优质项目的大量被并购，

也使得并购拿地越来越难；增量可能更多来自于小型房企在压力之下

的被迫退出。产业地产、养老地产和教育地产将成为主流房企在低价

拿地方面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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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资产规模整体增速将有所放缓、运营压力增大；收入规模虽

然将继续坚挺，但盈利能力将有所下滑。 

2018 年前三个季度上市房企存货和预收款项规模均稳步增长，

主要是在外部筹资来源逐步收紧的情况下，房企通过促销加速库存去

化来满足自身资金的需求，进而促进了房企预收款项规模的增长；但

同时，行业景气度的下降迫使开发商不得不加快土储开发力度，以期

早日完成资金回笼，这又使得房企整体存货规模有所增加；整体来看，

2018 年前三季度，房企库存补充的速度低于去化速度。从资产运营

效率来看，2018 年前三个季度，存货周转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均

有所下滑，说明调控政策对项目运营带来一定了压力。预计 2019 年，

在调控政策不会显著放松的大背景下，房企拿地、新开工和投资速度

下降将导致资产规模增速整体放缓，运营压力有所增大。 

图 22018 年以来房地产存货和预收账款规模（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盈利能力方面，受 2015 和 2016 年销售热潮的影响，项目交付将

集中于 2018 年，2018 年结转收入和利润均将出现高位。但 2018 年

前三季度，上市房企因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及低能级城市项目增加，毛

利率逐步下降；销售净利率在第三季度得益于投资收益的支撑，有所

提升。预计 2019 年，在 2018 年较高销售水平的支撑下，行业营业收

入水平将继续坚挺，但净利率等指标或将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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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8 年以来房地产收入和利润变化情况（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现金流方面，房企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在前三季度由负转正,体现

在行业下行周期中,房企经营理念已逐步转向为现金为王。从筹资性

现金流来看，2018 年前三季度，行业整体资金面较为紧张；在房企

融资监管趋严的环境下,股权融资和公司债融资渠道收缩最为明显。

从期末现金规模来看，截至 2018 年 9 月末为 9,735 亿元，但增速远

不及债务，对债务的覆盖程度持续下滑，且不及基本保障程度。预计

2019 年，受销售增速放缓和融资环境紧缩的影响，未来房企的经营

性现金流将继续承压；融资成本高企和融资门槛提升对未来房企的盈

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 42018 年以来房地产现金流情况（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9年，融资环境仍将保持收紧态势，融资创新与多元持续推进，

资产证券化成为房企重要的融资方式。 

2018 年在国内融资环境逐步收紧的情况下，超半数企业融资总

量较去年大幅下降，融资成本整体回升，而且随着发改委对境外融资

的收紧，资产证券化成为房企的主要融资手段；具体来看，随着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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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的加大，AAA 级房企公司债融资成本整体较以往提升 100BP，AA

级房企更是面临着公司债难以发行的局面，即使发行成本，利率也往

往在 10%左右。从企业角度来看，规模房企优势凸显，融资能力相对

较强，而中小房企生存压力逐步加大，尤其是融资能力相对较弱、负

债压力较大的房企。 

展望 2019 年，基于目前的政策环境来看，短期内融资环境仍将

保持收紧态势，境外融资规模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更多企业将会

采用海外发债的形式为自身新一轮的发展做好准备。除了资产证券化，

专项债券或票据等创新方式也都将成为未来房企融资的突破口，同时，

信托等传统渠道也将随着愈发受到房企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房企拿地资金受限的政策影响下，合作设立并

购基金或也将成为未来的破局关键。例如阳光城等就先后合作成立了

并购基金支持企业的并购扩张。成立并购基金开发和并购项目作为一

种整合多方优势资源的开发模式，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资金，同时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未来在行业整合加剧，开发机会减少的情况下，

房企的并购基金或成企业快速扩张的一把利剑。 

房地产企业存续债主要于2019～2020年到期，偿债压力较为集

中。 

2019年～2022年，房企到期需要偿还的信用债规模分别为 3,765

亿元、3,936 亿元、6,776 亿元、2,343 亿元，也就是说，2019～2021

年，是房企偿债的高峰期。具体来看，2019 年，共有 445 只信用债

到期，到期偿还金额 3,765 亿元。 

较为集中的债务期限，以及较大的偿债规模，使得 2019 年房地

产企业整体偿债压力较大。若到时融资环境仍未改善，债务难以置换，

需加强高杠杆企业债务偿还压力，彼时也可能是收并购的高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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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10 日房地产行业存续债券未来到期分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9年，大型房地产企业整体信用水平将保持稳定，且同中小型

企业的信用差异将进一步加大。 

预计 2019 年，房地产企业整体信用水平将进一步分化。大型房

地产企业拥有充足的土地和项目储备，融资渠道多样且畅通，信用水

平将保持稳定，但中小型企业产品标准化程度一般，通过快周转实现

资金回笼，融资能力较弱，融资成本升高，加之土地成本的上升，利

润率将进一步被压缩，此外，中小型企业的项目集中度普遍较高，受

区域市场调控政策影响较大，面临一定波动风险。上述因素已导致

2018 年房地产企业属性及规模同其债券发行规模相关性大幅提升；

具体来看，2018 年发行债券的房地产企业中，AAA 级发债房企仅占发

债房企总数的 25%，但发行债券规模却占到全年总发行规模的 50%；

同时，在涉房债券向头部快速集中的同时，大型房企的资金成本也大

幅优于中小型房企，AAA 级比 AA+级房企融资成本低了近 100BP。随

着我国金融体系整体流动性的持续宽松，以及违约事件的陆续出现，

预计 2019 年，大型房企同中小型房企之间的信用差异将进一步加大，

进而对其融资规模和成本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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