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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房企销售 TOP100排行榜：

超三成房企销售额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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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据证券日报报道，《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意见》

（下称《资管新规 》）

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发布实施以来，在规范资产管

理市场秩序、 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2019 年是《资管新规》

落地的第二年， 备受市场关注的同时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资管新规》要求，银行资管

业务的过渡期将延长至 2020 年年底，

给予金融机构充足的调整和转型时

间。 对过渡期结束后仍未到期的非标

等存量资产也作出妥善安排， 引导金

融机构转回资产负债表内， 确保市场

稳定。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曹啸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管新规》对于商业银行监管的重点

主要聚焦在：第一，信贷资金的投向，

避免过度集中于房地产、 地方政府以

及产能过剩行业；第二，打破刚兑，避

免商业银行隐藏的风险过大。 从《资管

新规》 的各个实施细则来看，《资管新

规》 的实施会在严格资金投向监管的

同时，对于理财资金的期限错配、标的

拆分的限制上有所放松； 在打破刚性

兑付、严控风险的同时，对商业银行理

财产品的创新有所放松， 通过鼓励商

业银行子公司的业务创新实现服务实

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目标。

那么， 今年银行理财资金的投向

会出现哪些变化？ 曹啸表示，随着银行

资管子公司开始投入实际运营， 商业

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子公司进行投资的

规模会逐渐上升， 由于在资金投向和

投资方式上子公司受到的监管要比商

业银行宽松，可以预期，商业银行理财

资金在非标资产上的投资规模会有所

回升。 另外，考虑到宏观经济、股票市

场走势好转的趋势， 子公司和公募基

金、 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也会有所上升， 使得理财资金在股票

市场、 私募股权以及 ABS 等证券化资

产的投资规模上升。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赵亚

赟

昨日对记者表示， 从 1 月份开

始， 国家发改委核准了多个地方政府

发行专项债， 这是风险很低的固收产

品，比较适合银行理财。 非标资产收益

率较高审核较严， 也比较容易吸引银

行理财。 银行理财未来会更规范，在加

强监管的同时，也有一定灵活性。 未来

银行理财将把影子银行业务阳光化，

既加强风控，又保留有用的功能。

对于《资管新规》 的后续执行方

面， 中国人民银行稳定局副局长陶玲

表示，针对非标回表所面临的约束，下一

步将会有三方面的解决措施。 一是帮助银

行补充资本，完善MPA考核，这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观察和调整；二是人民银行

正在制定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认定规

则， 会在存量非标转标等方面妥善处

理；三是发改委正在根据《资管新规》

的要求制定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将明确理财

资金如何投资这类长期限资金。

2019 年， 第一批 80 后即将迎来不

惑之年， 最后一批 80 后也将进入而立

之年。 1 月 3 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

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人口与劳动

绿皮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总生育率（育龄妇

女生育孩子的数量） 一直保持在 1.6，

人口负增长将提前至 2027 年出现。 相

比此前预测的 2030 年提前三年。 而

2030 年前后，也是第一批 80 后开始面

临退休的时候，80 后养老再次成为市

场热点话题。 一直积极助力养老金保

值增值的华夏基金也在此时， 特别推

出了 80 后养老投资解决方案———华夏

养老 2045 三年持有混合 FOF， 这也是

继华夏养老 2040 三年持有 FOF 后，华

夏基金推出的第 2 只养老目标基金。

公开资料显示， 华夏养老 2045 三

年持有混合 FOF 是一只养老目标日期

基金， 致力于为 2045 年前后退休的人

群提供养老投资一站式解决方案。 假

设退休年龄区间位于 55-65 岁， 其服

务的目标人群为 1980 年至 1984 年出

生，目前年龄在 34-38 岁左右的人。 同

时，因为 FOF 的资产配置功能，该基金

也同样适合于对未来三年有理财需求、

渴望专业规划、科学投资的人群。

业内人士表示，树立投资养老理念

十分必要， 养老投资更需要提前规划，

但是随着近年来市场波动加剧，投资难

度进一步加大，普通投资者进行养老投

资需要专业化的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

产品很重要。

华夏养老 2045 三年持有混合 FOF

采用双基金经理制度，拟任基金经理李

铧汶现任华夏基金资产配置部总监，具

有 20 年金融从业经验， 在资产配置方

面经验丰富。另一位拟任基金经理许利

明曾负责电力企业的年金管理，在企业

年金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

之前所管理组合波动较小， 回撤控制

严格，投资业绩优异，受到客户高度认

可和好评。 养老是一项长期投资，华

夏基金希望通过“资产配置+养老金”

双管齐下， 从养老金投资的核心角度

发力， 力争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优异的

回报，提供专业、便捷的养老投资解决

方案！

80后养老投资添新品

华夏养老 2045正在发行

资管新规落地第二年

央行将帮助银行补充资本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莎琳）

1 月份是楼市传

统的销售淡季，房企的销售也受到了影响。 根据

克而瑞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9 年 1 月中国

房地产企业销售 TOP100 排行榜”，TOP100 房

企权益销售额同比下降 8.6%， 超三成房企销售

额同比下滑。 业内人士预计，2019 年全国层面房

地产政策面将以平稳为主，部分城市或逐步放松

调控， 但是回笼现金仍将是 2019 年房企的主要

任务。

房企销售规模有所下滑

1 月份，百强房企销售延续了自去年三季度

以来的增速放缓，市场表现继续下行。当月，百强

房企销售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 ， 其中

TOP50 房企下滑幅度较为明显， 权益销售规模

同比下滑了 10.7%，与去年一季度的月均权益销

售额相比也较低。 业内预计，受到 2 月份春节因

素的影响，今年一季度百强房企的整体销售仍将

比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TOP3 房企 1 月的权益

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均近 30%。

虽然在 2018 年房企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百

强门槛在年末提升了 43%，但是由于销售市场下

行，2019 年 1 月 TOP100 房企销售金额入榜门

槛为 11.1 亿元， 与 2018 年同期基本持平。 2019

年 1 月 TOP100 房企权益销售金额入榜门槛为

10.3 亿元，而 2018 年 1 月该数据为 10.2 亿元。

在 1 月份百强房企中，有逾三成房企的权益

销售金额同比下滑。特别是目前房企在售项目个

数相比去年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整体的销售表现

仍不尽如人意。在这些房企中，有 13 家房企的权

益销售金额降幅超 30%，22 家房企的降幅在 30%

以内。不过，虽然整体销售不尽如人意，但仍然有一部

分房企表现比较突出，如中海、新力、华发等。

业内人士预计，2019 年全国层面房地产政

策面将以平稳为主， 部分城市或逐步放松调控。

但对房企而言， 对政策放松的效果不宜过于乐

观，应保持谨慎和敬畏心态，顺应市场走势，积极

推出项目，加大营销力度，回笼现金仍将是 2019

年房企的主要任务。

房企合作开发将成常态

近年来， 房企之间的合作开发逐渐成为常

态,各梯队房企在权益比例上有所差异。 TOP30

房企操盘能力较强，操盘金额与全口径金额比值

较高。 同时，TOP11~30 作为 2018 年增长最为迅

猛的两个梯队，房企整体权益比例在各梯队房企

中相对较低， 说明规模增长

压力下， 该梯队房企更倾向

合作开发的模式 。 此外 ，

TOP51~100 房企权益销售金

额与全口径金额比值较高，

表明这个梯队房企合作项目

相对较少， 资金实力相对较

强。

据悉，百强房企项

目运作模式可分为四

类：第一类，独立操盘

型。 百强房企主要集中

在这一类。 操盘比例和权益比例都在 80%以上，

且两个比例大致相当。这些房企大部分项目都为

独立操盘或联合操盘，且权益比例较高，其中如

恒大、敏捷等企业两个比例都接近或等于 100%。

第二类，借力开发型。百强房企中此类房企稀少，

特征为企业操盘比例较低、权益比例较高，如越

秀。第三类，合作投资型。百强房企中这类房企也

较少，操盘金额和权益比例都比较低，项目的合

作情况较多，典型的如卓越、新希望等。 第四类，

小股操盘型。 这类企业的操盘比例较高，权益比

例相对较低，以小股操盘和代建等模式输出管理

行为，提升企业的规模和利润。 这类企业操盘能

力较强，资金运用能力也较好。 其中有种极端的

情况是，流量比例远高于权益比例，一般为代建

业务较多的企业，如绿城、建业等。

首创证券分析师张炬华表示，除了通过项目

收并购获取土地的方式外，在目前项目地块总价

较高、房企资金趋紧的背景下，近年来房企在招

拍挂市场更倾向于多方合作拿地，通过合作开发

分摊风险。

平安证券的研究报告也指出， 收购兼并、合

作开发仍是房企规模快速提升的重要推手。在自

身强大的销售能力和产品能力基础上，并购及品

牌输出、小股操盘成为大中型房企提升规模的强

大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