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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大笔资金投向住房租赁业务
近一两年，随着土地拍卖市场中自持要求的比例越来越高，租赁市场已成为房企未来开发
的重要领地。 业内人士认为，要将自持土地转化为未来的租赁住房，就意味着租赁住房政策的
影响将从土地开发传导到房企融资层面，为此，包括万科、碧桂园、保利等房企在内，不少开发
商均选择将与银行机构合作作为获取租赁住房发展资金的主要方式。 根据信息时报记者梳理，
目前不仅银行开始积极布局住房租赁业务，银联也已与全国多个地区的相关机构联合开展“住
房租赁服务平台”，目前已达成合作意向的地区包括沈阳、武汉、大连、深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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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企合作
分享住房租赁蛋糕

银行为住房租赁市场大手笔“输血”
“目前，中国银联正在广州推动
相关合作落地， 并继续推进国内其
他城市的住房租赁金融服务。 ”银联
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与各地政府
及合作平台合作的不断加强， 未来
有望通过“云闪付”APP 实现便捷安
全的一站式住房租赁服务。 由此可
见， 银联在住房租赁的服务中主要
扮演链接银行和住房租赁平台的角
色， 而银行则起到为搭建住房租赁
平台“输血”的作用，多家国有商业
银行为住房租赁市场投入的授信规
模级别均在千亿以上。 其中，工行广
东省分行营业部为广州市住房租赁
市场提供的资金支持就高达 5000 亿
元。
“对于当前参与住房租赁的银行
来说， 主要在合作模式中起到三个作
用： 第一种是对于供应端的融资功能，
主要是给一些租赁企业尤其是开发商

提供各类贷款；第二种是对于需求端的
融资， 这主要是对承租者的融资贷款，
尤其是类似三年期的租金贷款；第三种
是自营业务，目前也有很多银行会去收
储房源，或交由其他机构进行经营。 ” 易
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
而对于房企而言， 严跃进认为，其
更多的是参与建造， 最核心的权利就
是房屋的所有权。 但经营权预计会
转入或者交由内部的企业经营。 对
于利益分配来说，尤其是在长期租赁
方面，预计银行会拿
“
大头”。此外，后
续的租金证券化等运作也更需要银
行的积极参与。 不过，记者也从多家
银行了解到，目前住房租赁相关的业
务仍在筹备和建设阶段，更多的利益
分配细则仍有待明确，但有一个共同
点是，
“
提供给住房租赁业务的授信，
其利率都要比市场价格更优惠。 ”

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成趋势
在目前的形势下，租赁住房成大势
所趋， 但是融资大环境却日渐收紧，在
这样的背景下，房企对住房租赁类信托
投资基金（REITs）表现出了越来越高的
热情。 同时，为解决房企在发展租赁住
房方面的资金难题，政府已开始有意放
开并加快国内住房租赁类 REITs 产品
的发展，租赁住房政策的影响也由此从
土地开发传导到了房企融资层面。
去年 10 月国内首单房企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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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 50
亿元，该产品以保利地产自持租赁住房
为基础物业，布局十余个城市。而今年 2
月初，碧桂园也有一笔高达 100 亿元的
租赁住房 REITs 获深交所审议通过，
用于发展其长租公寓业务。 而日前，广
州本土国企越秀集团的“
中联前海开
源-越秀租赁住房一号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也获得了深交所审议通过，将发行

一笔金额为 50 亿元的 ABS 融资大单。
记者注意到，越秀的租赁住房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获通过后的近一个星期内，阳
光城、万科、碧桂园、泰禾、融信以及电建
等多家房企的数笔 ABS 产品业已获受
理，拟发行金额在 13 亿-400 亿元之间
不等，物业类型则包括购房尾款、商业
项目、长租公寓等。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国内租金收益率太低，不能覆盖资金成
本，开发商难以收回成本。 同时，自持商
品住房要求开发商持有年限与土地出
让年限一致，不能转让限制了间接变现
的渠道，企业不能通过抵押融资进行投
资。 这也使得多种证券化产品应运而
生。新派公寓 CEO 王戈宏也表示，自持
租赁住房 REITs 对房企的存量资产意
义显著，通过引入权益投资人，给经营
者和投资人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让开发
商的资产变轻，改变了以往销售行为。

珠江人寿快速完成大额理赔
日前， 珠江人寿北京分公司快速理赔
了一起意外致死的案件，20 万元赔款给死
者家人带去了莫大的慰藉。
今年 2 月 9 日， 珠江人寿北京分公司
接到客户报案称， 被保险人于去年 11 月
25 日在北京市一租住房屋内意外身故。
珠江人寿北京分公司接到报案后，立
即启动重大案件理赔程序， 委派调查人员
进行相关调查， 并积极协助受益人收集相
关理赔资料。经调查得知，被保险人在租住
房间内增设燃煤取暖设备，11 月 25 日被
发现在房间内因一氧化碳中毒造成意外死
亡。

2 月 10 日，赔付受益人提交理赔材料
后，珠江人寿当即立案处理，并在 3 个工作
日内完成了核赔调查等相关工作。 春节过
后一上班，即赔付受益人“
珠江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保险金共 20 万元。 快速的理赔使
得客户家属深受感动， 他们专程向珠江人
寿赠送了一面标有“
快速理赔显诚信，珠江
服务暖人心”的锦旗致谢。
大额保险，快速理赔，充分体现了珠江
人寿贴心、专业、便捷的服务理念，同时也
彰显了保险不仅是一种保障、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对家庭关爱的延续、 对社会责任
的升华。

房企自持比例增大转型趋势明显
去年 11 月 2 日，佛山万科牵手中国
建设银行，举办了一场名为“
‘
CCB 建融
家园·泊寓’项目奠基仪式”，这一地块就
是去年 6 月 6 日万科以 25.3 亿元的最高
限价竞得的桂城一宗全自持宅地。 从项
目的名称“
CCB 建融家园·泊寓”，明显
能看得出， 佛山万科将以长租公寓品牌
“
泊寓”来打造这个全自持项目。 不过，对
于和银行合作的模式和具体细节， 万科
方面则三缄其口， 有关负责人在回应记
者时仅表示“双方将共建租赁住房品牌
以及共同探索住房租赁市场化，但是运营
模式还未最后敲定”。 无独有偶，去年年底，
碧桂园集团与中信银行在北京签约，中信银
行将在未来三年为碧桂园在长租住宅领
域提供 300 亿元保障性基金。
银行不仅紧盯房企， 对于品牌公寓
商也紧密合作，记者最新得知，今年 3 月
12 日，建设银行与新派公寓联合发起成
立一只初期规模 20 亿人民币的住房租
赁不动产并购基金， 后期将根据收购需
要扩大规模。

去年 7 月，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
肇庆 4 个城市获批成为全国住房租赁工
作试点城市， 占全国试点城市总数的三
分之一，广州、佛山、肇庆 3 市还获批成
为全国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试点城市。 租赁原本是传统二手中介的
主业，如今在政策的引导下，房企、品牌
公寓商、银行以及各金融系统纷纷涉足。
“租购并举”的政策将是传统房企转
型的难得契机， 尤其在热点地区获取土
地资源、 改善长期现金流和提高产品毛
利率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中国城市发展
研究院投资部主任刘澄表示。 不过，华南
城市研究会创会副会长许学锋指出，目
前国内租赁住房的模式还不够清晰和成
熟，因此大面积推广还面临一定风险。 租
赁住房是房地产建立长效机制的具体措
施， 这种效
果需要在今
后 5 到 10
年后才能显
现出来。

6 个月收益超 26%
鹏华策略回报业绩勇夺同期产品之冠
2018 年以来，A 股的投资风格在市场
中轮换演绎， 从春节前市场对“价值 风
格”的 青 睐 ，逐 渐 演 变 至 节 后 市 场 对“成
长风格” 的追捧。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从
节后蓝筹股与成长股此消彼长的表现来
看，A 股存量博弈的局面并未因为近期创
业板的火爆而得到明显改观。 在这样 的
行情下，那些深化价值、注重从中长期角
度来研判企业投资价值的基金产品无疑
更胜一筹。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5
日，由鹏华基金权益老将王宗合管理的最
新力作鹏华策略回报成立刚满半年累 计
收 益 26.69% ，2018 年 以 来 收 益 12.51% ，
表现优异。
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鹏华策略回报基金自 2017 年 9 月 6
日成立以来，总回报达 26.69%，远超同期
沪深 300 指数， 同样大幅领先于灵活配置
型基金的同期平均回报率 3.32%， 在市场
1683 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一；在同期成立
的基金产品中也勇夺业绩之冠。 期间 A 股
频现震荡，行情分化严重，该基金的净值表
现， 已展现出基金经理王宗合稳步穿越牛
熊的持续赚钱能力。
在震荡市为投资者创造不斐回报的同
时， 鹏华策略回报也同样深受鹏华基金全
员的信任， 目前该基金已由鹏华基金公司

员工自购超过千万规模， 成为了国内基金
业的先例。 此外，公告显示，凭借持续优异
的业绩表现，鹏华策略回报更在成立仅 77
个交易日，即宣告迎来了首次分红，每 10
份派发现金红利 2.2 元， 成为当时市场上
为数不多的大比例分红基金。
据了解， 鹏华策略回报基金由鹏华基
金权益投资二部总经理王宗合亲自担纲管
理。 王宗合具有 12 年的投研经历，长期的
投资实践淬炼出久经市场考验的权 益 老
将， 其管理的基金产品普遍稳健优异。 据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
王宗合管理的鹏华品牌传承、 鹏华消费优
选、 鹏华养老产业 3 只基金最近一年回报
率分别达到 36.93%、36.94%、35.52%， 均显
著超越同期沪深 300 指数增长率， 在同类
基金产品均名列前茅。
长期稳而优的业绩表现并非偶然，而
是源于王宗合行之有效的投研理念和出色
选股实力。 在其一以贯之的“时间积淀，坚
守价值”投资理念下，历经市场牛熊周期转
换，王宗合在漫长磨练中逐渐形成了“价值
成长兼收并蓄，力争长期超额收益”的投资
风格。在长期投资实践中，王宗合尤为擅长
于挑选数一数二的行业与公司， 并通过研
究的领先性获取超额收益、合理估值，从而
使得业绩表现稳健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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