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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地产市场 

(一) 世茂股份 29.7 亿售北京商业项目 

5月 16日，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指出，公司将向乐视控股（北京）

有限公司转让下属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财富时代置业有限

公司及世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百鼎新世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

权，交易价格分别为 29.20亿元及 0.52亿元，合计 29.72亿元。 

面对业绩瓶颈，世茂一直致力于优化自身财务结构，此前也开展了一系列资

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活动。此次出售北京商业项目，除了预估产生 7亿元收入之

外，世茂股份还将与“乐视控股”在多元化领域展开积极合作，从而进一步优化

公司的业务结构；从本次交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世茂股份商业地产资产管理的

战略思维，通过出售部分培育成熟的商业地产来实现资本增值。 

(二) 旭辉钰龙联合再战武汉汉桥村旧改地块 

5 月 16 日，旭辉集团官网披露，公司武汉事业部与钰龙集团就汉桥村“城

中村”改造项目再次签署合作协议。这也是继 2015 年共同合作开发 C包地块后，

双方将继续合作开发 B 包地块。汉桥村 B 包共有 4 个地块组成，计容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米，其中 K6 地块一线临墨水湖，K4、K5 地块生活配套齐全，K1 地块

位于汉阳大道，距离地铁站 200米。 

双方再次达成合作主要是基于旭辉有加大在武汉投资的战略意图，同时也拥

有住宅操盘经验，而钰龙拥有武汉中心城区汉阳区旧改项目，但可能缺乏住宅操

盘经验。由此双方的合作可谓是“一拍即合”。从上次的合作模式来看，此次合

作仍将由旭辉操盘，未来双方还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三) 广州推出人才绿卡，可在购房等方面享受户籍居民待

遇 

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的通知》，实施人才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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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制度。拿到绿卡后，非广州市户籍的境内居民可享受广州市户籍居民待遇购买

自住房。 

此番广州推出人才绿卡，可谓是积极响应广东省政府供给侧改革的号召，取

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鉴于广州楼市渐有回暖的趋势，为了维稳房地产市场，限

购政策暂无取消的可能性。值得关注的是，市民办理绿卡需满足引进人才需求，

且每年在广州市创业或工作超过 6个月，涉惠人群着实有限，短期内对广州楼市

不构成本质性影响。 

(四) 保利商业大动作，瞄准千万平米的全国规模扩张逻辑 

5月 13日，带着购物中心、酒店及社区商业三大业务板块的七个品牌，保利

地产旗下的保利商业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了快速实现全国布局的规模蓝

图。 

作为十三五规划的起点，保利地产开始了一些列的战略转变，包括架构、资

本、业务等方面，商业地产的独立是整个战略中的一环。事实上，目前保利的商

业地产规模不大，而且不少项目依附于住宅项目联动开发。独立运作后，在收并

购扩充规模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能够与金融布局相呼应，进行 Reits、Abs

方面的运作。 

但我们也注意到，此次计划在细节上更注重因地施策，一方面加大了对新型

城镇化的支持，保障“小城镇”和“中心村”住房用地供应，要求农民住房建设

用地占比要达到 5%，并不得挪作他用，且如有节余须结转下一年度；另一方面

对于确实存在财政困难的地区，也允许“特事特办”适度放开土地供应，对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依然安排每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600亩。 

(五) 恒大 20 亿深圳“隐秘购地” 

5月 15日晚间，建滔公告称，恒大接以 20.04 亿元收购了公司旗下位于深圳

市一个物业发展项目，项目为旧改“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建滔工业园城市更新单元”，

拆除用地面积 11.78 万平方米，位于龙华新区福龙路西侧，总面积约 8.57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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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土地使用权自 2016年 1月起为期 50年。 

深圳的房价上涨迅速，但土地却十分稀缺，招拍挂市场几乎没有供应，而城

市更新门槛较高。恒大通过收购企业，已经获取了 20 个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近

1200万平方米。如果推进顺利，这些项目将为恒大带来极高的收益。 

二、开发商 

(一) 世茂 88 亿地王豪赌，逆袭 or 深陷？ 

2016 年 5 月 13 日下午，南京土拍市场可谓火热，拍卖 7 宗地块共吸金 200

多亿，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要属世茂 88亿拿下建邺区河西北部江东 5号的 2016G11

地块，溢价率达 114.6%，一举刷新了南京的总价地王。近年来，世茂在土地市

场鲜有动作，销售也算平平，此次“不惜血本”，而且许公子亲临土拍现场，对

此地块也可谓势在必得，世茂的这场拿地豪赌，究竟意欲何为？ 

面对业绩瓶颈、利润率下滑，内忧外困的世茂亟待突破 

2016 年 3月 30日，世茂在香港发布了其 2015 年业绩报告，令人咋舌的是，

在市场一片向好、其他房企高歌猛进的时候，世茂 2015 年全年销售金额仅为

670.4 亿元，较 2014 年同比下降了 4.5%，目标完成率只达到 93%，2016 年目标

初步定为 670亿元，也与 2015年持平。以世茂 2016年前 4月的销售额来看，也

不过 171.6 亿元，增长幅度甚微。而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与世茂不相上下的企业大

都增长显著，这就导致世茂的销售排名也在逐年下降，根据我们《中国房地产企

业销售 TOP100排行榜》数据来看，2016年一季度世茂已跌至 19名。 

 

再看其盈利能力，营业收入虽与 2014 年大体持平，但毛利率、净利率等各

项盈利指标却有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让人不禁为世茂捏了一把汗。在房企竞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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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激烈的当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世茂的业绩瓶颈已然出现，如何抓住时机

寻找新的突破点成为了破局关键。 

 

事实上，世茂目前也在进行着诸多尝试，例如创新性的打造 Mini Mall 和

Mini Hotel，提升商业价值；大力展开金融创新，相继推出了物业费资产证券化、

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酒店资产证券化项目来加速资金回笼，这些途径对世茂的

长期发展固然有好处，但终究也只是助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世茂目前的扩张困

境，作为典型的规模开发企业还是要思考如何发挥既有的优势，实现销售最大化，

保持行业地位。 

 

为了发挥区域优势争取“逆袭”，增加南京土储势在必行 

从世茂 2015 年确认销售金额的城市分布，我们不难发现，这两年业绩表现

不佳也是受到三四线项目的拖累。世茂布局了 19 个三四线城市，占布局城市总

数的一半，但收入贡献度仅为 28.32%，单位城市产能为 8.14亿元，与一二线城

市的 21 亿元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世茂一方面通过降价等手段来解决三四线城

市的去库存难题，但压缩利润空间并非长久之计，从世茂过去两年的财报中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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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端倪；另一方面，其也加强了一二线城市的投资，但“水涨船高”的地价

已再无便宜可占，并且想要在核心城市房企们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并非易事。 

 

世茂这次之所以将目标瞄准南京，一方面固然是看好火热的南京市场，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世茂在南京区域的销售优势较为明显。据 CRIC 监测，2014 年和 2015

年世茂均位于南京销售金额前十房企的榜首， 2015年世茂南京的销售贡献达到

13.4%，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在大力销售背后，世茂在南京的土储总量也已

告急，企业公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世茂在南京总土储量（权

益前）为 231.07 万方，仅占其总土储的 4.96%。为了巩固其区域销售优势，提

升企业整体业绩支撑点，世茂此次 88亿地王之举也算是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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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所处区位的核心优势，世茂甘愿为其一再加码 

世茂此次以 88 亿获得的建邺区河西北部江东 5 号的 2016G11 地块，地处江东商

贸区商业集中区核心，据了解，该地块为住宅兼商办混合用地，土地面积为 6.72

万平米（地上面积 6.27 万平米+地下面积 0.45 万平米），容积率不超过 8.7，

折合楼板价约为 15051 元/平米，建筑高度不超过 300米，建筑密度不超过 65%。

根据地块基本出让条件，我们可以推断，地块有望建成该核心区内一超高层建筑，

成为高端居住、办公、商业的新中心。就区域配套而言，周边拥有着金盛国际家

居、万达广场、金隅建邺天地广场、万达金街、乐基广场等密集的商业配套；同

时路网密布，除了地铁 2 号线集庆门大街站，江东路、应天大街高架等快速路，

还有多条公交线路交错；加之超市、银行、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相对完善，也

为地块本身增色不少。 

从价格角度来看，世茂此次拿地虽然成交总价偏高，但以楼板价 15051 元/平米

来看，在周边地块成交中尚属较低水平，而且考虑到目前周边在售的金隅紫京府

和宏图上水云锦的在售均价分别为 35000元/平米和 36000元/平米，若后期能巧

妙运用地块本身规模优势并联合地王概念炒作，想必还是存有一定溢价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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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也是起拍价 41 亿元，世茂愿意一再加码的主要原因。 

 

总结：世茂这场 88 亿的拿地豪赌，也算是“破釜沉舟”之举，究竟依靠地王能

否实现“绝地反击”，一切都依赖于南京楼市未来的房价动向。不得不说，自去

年下半年以来，南京楼市的火热已经引发库存见底，截至 2016年 5月 13 日，官

方数据显示南京新房库存仅为 2.6万余套，达到历史最低位，“敞开”卖 2个多

月就会被售空，相信这也是房企热衷于投资南京，一日刷出三个地王的主要原因。

是新的机遇还是拐点将近，没有人能给出定论，但是我们相信，无论市场如何变

化，房企后期的操盘运作都会成为决胜的关键所在。 

(二) 砸向上海的 100 亿，是在为保利系十三五整合战揭幕 

2016 年 5 月 18 日，保利地产以 54.5 亿元总价，近 44000 元/ 平方米楼板

价（剔除 15%自持租赁部分后约 54500 元/平方米）抢得周浦镇地块，击败了葛

洲坝、信达、电建等一众近期在土地市场上表现十分活跃的央企“土豪”。而地

块周边在售项目的成交均价仅 38000元/平方米左右。 

 

保利地产在上海土地市场曾沉寂两年。2015 年 9 月，保利地产终于通过夺

得在深耕区域宝山的大场地块回归，再加上此后获得的赵巷、临港和周浦地块，

半年多已在上海耗资百亿。而上海，正是与保利地产同集团、不同团队的保利置

业总部所在，亦是唯一销售规模势均力敌的一线城市。 

如果说保利地产此前的保守是为了规避同业竞争，那么在央企整合大年，从

保利集团整体战略角度来看，希望占据整合主导权的保利地产对上海重金投入在

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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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余英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今年是兼并重组年，保利地产也有很多

动作正在进行，目前还没有具体进展可以透露。但是我要说的是，大戏还在后头”；

宋广菊也表态 2018年完成整合；保利近期品牌塑造力度明显加大——可以推断，

保利系整合大幕即将拉开，保利集团地产战略或将迎来重构。那么，保利地产的

十三五目标有哪些？ 

目标：坚持地产主业，多元业务的并进 

 

管控：规模扩张下，转换三级管控模式 

截至 2015 年，保利地产共有北京、上海、广州、佛山四个城市销售超 100

亿，成都、南京、武汉、合肥、东莞等五个城市销售超 50 亿。这是保利过去扁

平化管理的模式下的成果，尽管在这一时期已经呈现了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

成渝等区域概念，但是主要的运作模式上依然依靠城市公司。 

从 2016年开始，保利正式采取三级管控体系，但是与传统的三级管控有所

不同，如恒大的三级管控体系是区域公司形成独立的法人实体。保利实际是将原

有的集团机关职能进行分割，对于有助于区域标准化，提升效率的职能前置，以

增加快速反应能力。在新的体系下，保利也将进一步的加强部分重点城市的市场

占有率，如武汉、南京、郑州等城市培育成新的百亿城市，而 50亿级别的城市

将从现有的 5个变为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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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保利系整合、收并购及旧改贯穿 

1）在地产主业方面，央企整合将是保利十三五的重头戏，集团对证监会承诺于

18年完成保利地产及保利置业的整合。中海地产从 13年开始着手整合中建地产

业务，前后耗时 2年完成，整合速度可以说相当快，但是同时也带来诸多后遗症。

尤其是管理层团队出现波动，此外整合也影响力企业的拿地节奏，致使中海出现

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缓慢。对于一贯人事稳定的保利而言，整合或会影响业绩，但

是资源集中、同业竞争减少，长期肯定利于企业发展。 

2）在土地获取方面，保利地产并购及旧改两条道路逐渐走上正轨。从历史拿地

数据可以看出，保利地产在 14 年之后有意增强收并购的意愿，收购项目的比例

之间提升，至 2016 年前 4 月，收购项目的比例已达 53%。主要用意在于避开部

分热点城市的招拍挂市场，但是由于合作项目的增多，会导致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这一点在 15年年报中已有体现。 

3）在存量土地挖掘方面，保利城投一直保持低调的姿态，但是拥有土地实力不

俗，在广州有超过 1 万亩旧改土地，预计改造总建面超过 1500 万平米，其中核

心地段开发面积超过 100万平方米。尽管旧改难度不小，但是贡献的利润价值不

菲，2015 年保利地产有超过 100亿的旧改项目结转收入，毛利率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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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千亿目标对标黑石+全牌照打造  

金融业务可谓保利十三五的重点发展对象，将在基金、金融牌照及资本运作上下

大力气。 

1）作为盈利点及业务支撑的金融布局。 

信保基金：十二五保利以信保基金为契机，开启了私募基金及股权投资业务的发

展，为培育基金，主要投资对象为保利自身的地产业务。实际上仅以自身业务为

支撑，信保基金的争议颇多：一方面确实在保利地产过去的规模扩张中起到了支

撑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信保基金“或股权投资或明股实债”的方式，有分噬利

润之嫌。但是随着业务并表，1亿多利润的体现，以及未来扩展投资对象等，信

保基金更加独立的运作模式，更值得期待。 

保利资本：保利资本是由保利和中金合作的，与信保不同的是，投资去向包括海

内外的地产业务及优质的商业资产。中金的母公司中投是黑石上市时的主要认购

者之一，并与黑石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中金能够为保利资本带来的资源及技术经

验等，或是保利希望比肩黑石的原因。 

养老基金：2015年保利与太平人寿成立养老基金，首期规模 30亿元。养老产业

是外界公认的蓝海，但是尚未形成明确的盈利模式，养老基金的产生实际是保利

为了降低企业负担，寻求外部资源的一次合作。 

2）作为股权投资性的金融布局：十三五期间保利地产的又一个金融目标是搭建

金控平台，完成金融牌照的布局。事实上千亿企业中，除了中海、保利两家央企

外，都已布局金融产业，其中以绿地、恒大尤为希望获取金融全牌照，变身为“地

产金融航母”。和部分企业布局金融目的有别，保利不考虑自融资，目前看保利

获取金融牌照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增强品牌实力，二是增加收入来源。 

值的注意的是，保利集团业务多元化，在保利地产不考虑自融资，由保利集团控

股，保利地产参股的情况或也可能出现，因为，金融布局对于集团多元化业务的

促进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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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利商业版图扩张的元年 

16 年 5 月，保利地产正式发布商业战略品牌，商业版图构成包含购物中心、酒

店、社区商业三类业态，含保利 MALL、保利广场、时光里、若比邻、比邻洗衣、

N+酒店、Artel雅途 7 大品牌（具体不赘述，看下表）。继金融之后成为保利地

产十三五又一重要战略，目前来看，商业战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1）形成板块间业务呼应。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社区商业的发展，若比邻线上 app

及线下实体店与物业管理相互促进，比邻洗衣则利用酒店的闲置资源，若比邻的

实体店未来还可能与跨境电商（下文）对接。充分利用若比邻将保利的物业资源

变现。 

2）协助保利资本发展。保利资本希望收购商业物业，通过价值再发现，实现收

益。而价值提升的过程一般通过改造及运营实现，这一环有赖于保利商业运营能

力的发展。这一点和保利地产过去住宅开发主业的扩张的思路一致，通过基金放

大杠杆，加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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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推进养老及物业，布局产业链 

围绕物业方向，保利地产在十三五在三方面规划。除了一直在推进的养老产业外，

还有三年内物业分拆上市及投资教育及医疗的想法。我们认为主要的考量有几个

方面： 

1）扩大养老产业规模，提升服务价值，未来寻找品牌输出的可能。事实上按照

保利的测算，机构养老的单店，目前三年能产生利润，200-300个床位的规模养

老机构入住率在 80%以上能产生利润。这是保利扩张的信心来源。保利目标是进

一步做精品牌，再将运营能力变现。 

2）物业的资本化运作，增强扩张能力，放大企业估值。这一点是房企都在进行

的一项工作，之所以尽快向上市，应该也是希望加速占据社区资源。 

3）提前布局教育、医疗，寻找新机遇。这两项保利主要以入股方式实现，寻找

优质的标的直接介入，日后可服务于社区和养老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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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试水跨境电商，强化会展业务 

1）电商物流港。保利将尝试跨境电商业务，目前主要考虑在南沙、珠海等地试

水。保利电商港南沙项目在建设中，总建面 75.5 万方。目前跨境电商的主要参

与者来自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房企中的参与者是绿地。保利参与

其中一方面是利用身边的自贸区优势，另一方面增加拿地路径。因为跨境电商对

于保利而言是全新的方向，对于一向稳定的保利而言，应该会以售养租，逐渐摸

索跨境电商道路。 

2）销售代理及会展业务。保利代理公司成立以来主要面向企业内部项目代理，

发展规模不大，对外承接项目难，扩张受限。因此在新的阶段保利考虑将代理公

司去保利化，甚至是并入其他代理公司，保利持股。会展业务实际是保利在进行

老博会及品牌宣传等时逐渐形成的团队，尽管贡献收入有限，但是利润情况较好，

因此有扶持和做大的意愿，未来业务方向将从单一对内转向外部发展。 

从十三五的规划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未来五年保利地产是希望打造成地产金

融集团，同时成为多元化的控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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