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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近日

房地产企业融资逐渐增多， 包括碧桂

园、 融创中国等在内的房企纷纷发行

债券。 而3月份40家典型上市房企完成

融资总额共1024.2亿元，是2017年11月

融资达1246.18亿元以来， 单月首次突

破1000亿元大关。

地产巨头纷纷发行债券

房企近来发债动作频频。 4月9日，

融创中国公告称，发行2023年10月到期

的7.5亿美元优先票据，年利率7.95%。

而在此前，已有多家房企发债。 4

月8日，某大型房企公告称，发行3笔合

共20亿美元的优先票据。 包括12.5亿美

元于2022年到期的优先票据，票面利率

为9.5%；4.5亿美元于2023年到期的优

先票据， 票面利率为10.0%；3亿美元于

2024年到期的优先票据， 票面利率为

10.5%。 4月3日晚，碧桂园发布公告称，

此前宣布的公司债发行工作已于4月2

日完成，最终发行规模为5.9亿元，票面

利率5.03%。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从2018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企业

融资逐渐增多， 企业融资难度也有所

缓解。 而从房企的资金成本看，相比前

期有所下调。

房企融资再破千亿大关

经过2018年史上最长周期的“资金

困局”，融资能力渐渐成为房企生存的

另一命门。 据同策资管数据，2019年3

月，40家典型上市房企完成融资共计

1024.2亿元。 这是2017年11月融资达

1246.18亿元以来， 单月首次突破1000

亿元大关。 3月融资总额比2月大幅增

加85.25%，各债权融资方式融资额度均

大幅上涨，最高涨幅达464.84%，股权融

资绝对值占比双升。

同策资管朱莉莉表示， 以往房企

融资额度的提升， 主要是因为海外渠

道的货币流进来。 但3月在融资总额大

幅上涨情况下， 外币融资总额明显缩

水， 说明绝大多数热钱都来自于国内

市场，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依然是保持

稳定发展的态度。

有地产人士认为， 以境外融资为

主或因国内政策影响而绕道境外融资

的房企， 融资成本短期内仍处于美元

加息通道，因此境外融资成本较高。 而

3月融资成本明显下滑， 并从SHIBOR

（银行隔夜拆借利率 ）

走势看出，国内

市场的利率走势还是以平稳为主，所

以房企融资成本总体才能有所下滑。

同策资管朱莉莉还表示，3月融资

总额的大幅上涨， 是否意味着房企融

资环境有放松趋势，还需后续观察。 因

此， 不管从国内市场政策触底回温考

虑，还是从成本方面考虑，房企融资应

抓住时机“舍远取近”主攻国内市场，

积极拓展国内融资渠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梁诗

柳）

余额宝不限购了。日前，天弘基金发

布公告称， 将于4月10日起取消天弘余

额宝货币市场基金个人交易账户持有

额度及单日申购额度。 也就是说，购买

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不再受额度限制

了。

为控规模实行限购

余额宝诞生于2013年6月， 由于其

小额、分散的特点，6年来一直深受老百

姓的喜爱，堪称国民级理财产品。 2017

年下半年开始，为减轻单只基金规模增

长过快的压力，天弘余额宝基金采取主

动限额措施。 2018年5月起，余额宝平台

也采取了多家合作的开放模式，进一步

提高用户体验。

从此前基金年报来看，调控后的天

弘余额宝基金整体规模稳步下降、其他

新接入余额宝平台的基金规模纷纷稳

步增长，分流、开放的效果明显，余额宝

已从整体上降低了单一货币基金集中

度高的风险，同时也积累了更多管理经

验能保障余额宝平台的稳定运行。 定期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天弘余额宝

份额为1.58万亿份；到2018年底，天弘余

额宝份额缩减至1.13万亿份。

但记者关注到， 即便是处于限购、

限额期间，天弘余额宝持有人数仍在增

加。 2018年报显示，天弘余额宝较2017

年末新增持有人1.14亿户， 整体持有人

数达到5.88亿户。 也就是说，每3个中国

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使用余额宝。 不过，

这也意味着， 人均持有份额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天弘余额宝的户均持有份额

由2017年的3329.57份降至1924.83份。

收益率已跌落低位

目前余额宝收益率较低，对投资者

的吸引力不如以往，放开限购之后规模

能否上升仍是未知数。 Wind数据显示，

自2013年6月面世之后， 天弘余额宝七

日年化收益率曾经攀升至6.76%， 但随

后收益不断下滑。 去年以来，天弘余额

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也从年初的4.5%

左右一路回落至年末的3%左右。 目前，

天弘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仅有

2.29%左右。

收益率的降低并不只出现在天弘

余额宝一家，目前货币基金整体收益率

也已跌落低位。 仅以余额宝对接的20只

货币基金来看，过半数最新七日年化收

益率在2.5％以下，部分七日年化收益率

甚至不足2%。

私募排排网分析师莫静表示，余额

宝进行限购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单只基

金规模增长过快的压力，并控制流动性

风险。 限购以来规模控制成效显著，已

从整体上降低了单一货币基金集中度

高的风险。 如今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相

对较低，随着A股市场行情回暖，股市赚

钱效应显著，更多的资金涌向收益率更

高的股票基金等。 此外，不少银行开发

的零钱管理工具， 目前都可以做到365

天“隔夜计息”，收益与货币基金基本持

平，这也吸引了部分资金。 用户网购支

付习惯也正悄然改变，余额宝“理财中

介”身份被逐步淡化，吸引力也已经大

不如前。

莫静指出，余额宝操作简易、起点

低、安全性高、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打

理。 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工薪族，对流

动性要求高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

投资者来说，余额宝仍是一个不错的投

资选择。

A

股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回报”

是以往深受市场诟病的一大弊端，

但今年似乎投资者已获得了不少惊

喜：截至本周四，分红预案准备每股

派息超过面值（

1

元）的公司已逾

31

家。 最大方的贵州茅台每股股息超

过

14.5

元， 吉比特以每股派

10

元

暂列第二。 与往年中小盘公司竞相

推出转增股份的“数字游戏 ”不同，

2018

年度的分红，正往派发现金的

方向上力争上游。

关于回报的观点， 笔者以前多

有阐述。 既不能说公司不派现就是

铁公鸡一只， 也不能说派现了就一

定是心系股东回报， 下结论需满足

一些条件才行。 如果一家公司经营

稳健，风控能力很好，且有很好的投

资项目， 那么将一年的利润再投资

而不是派发殆尽， 对股东来说将是

更好的回报； 如果一家公司主业处

于相对成熟的市场， 实在找不到好

项目可以投资， 当然是分红让股东

落袋为安最好。因此，现金分红应该

根据公司自身发展状况， 由股东们

来具体确定。 以往监管层为了扭转

市场“轻回报”现状，曾将之与再融

资资格挂上钩， 这虽是扭转市场不

良风气的阶段性举措， 理论上却不

免显得监管层有点越位。

然而， 这两年现金分红逐渐代

替高送转已成为一种新潮流， 这与

监管层连续对高送转“歪风”进行针

对性的监管指导有关。 如果交易所

没有从规定上最终明确高送转的判

定标准和送转条件， 说不定前几年

节节升高的

10

转增

20~40

之类的

“数字游戏”方案，还会被不断刷出

新高，而热炒过后的高送转股，大多

最终难逃一地鸡毛的命运。

当然，从高送转到高分红，也并

不等于可以简单认为

A

股市场就

此步入“重回报”的新阶段。 毕竟

A

股还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 ，面对

不少大股东清仓式减持的弊端 ，至

今还没能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而

大力分红是否也跟这种心态可以挂

上钩？ 即大股东反正想用最短的时

间内套现走人， 因此厚报股东既然

受欢迎，也就乐得顺水推舟，将年度

利润尽可能分完， 一方面博得好名

声， 一方面大部分红利落袋可以尽

快回收自己的投资， 而公司长远的

发展，则只能是下一任的事了。

就

A

股市场而言，热衷短炒的

交易者，对分红大多“无感”，说到底

分红也只是炒作的一个题材而已 ，

至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交易者哪会

管那么长远的事？作为投资者，则仍

需留意分红中那些不合常理之处 ，

规避“别有用心”的丰厚分红者。

王方

近期房企融资力度明显加大

3月份40家典型上市房企融资总额再超1000亿大关

天弘余额宝基金不再限购

高分红与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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