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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楼仍是主业 房企多元化尚在培育阶段

现象

前30名地产大鳄

七成布局多元化

2018年包括万达、奥园、龙湖、中骏、合景

泰富、保利等超过10家房企对外宣布更名，房

企“去地产化”趋势明显。 同时，房地产多元化

经历了从刚开始的零星尝试到蜂拥而上成标

配的过程。 易居企业集团执行总裁、 克而瑞

CEO张燕透露，TOP30房企70%发布了多元化

战略，TOP100房企97%布局了多元化业务。

在过去一年中， 融创成立专门文旅集团

独立运营，恒大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领域，碧

桂园宣布大手笔进入机器人产业， 都堪称大

手笔投入。 日前碧桂园宣布，未来碧桂园会以

地产、农业和机器人这三个方面为主，碧桂园

未来会成为一个“高科技综合性企业”。 碧桂

园董事会主席杨国强认为， 农业和机器人这

两个领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 机器人的

技术已经很成熟， 碧桂园有很多应用场景需

要使用到机器人。

张燕透露， 去年百强房企参与投资事件

73 件，较 2014 年翻了 7 倍，投资金额近千亿。

近三年， 百强房企纷纷加大了多元化投资力

度。 其中，房企更偏爱“专业性强”的非地产领

域，如应用科技、教育、新工业新材料、文娱传

媒、体育等等。 这些不仅仅是领域中的热点，

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整体的热点。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房企多元化投资

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因主业强大主动布

局，如万科、碧桂园、恒大均在企业做大规模

之后， 增加非主业的布局， 包括汽车交通出

行、体育、本地生活、应用科技等；一是企业基

因或禀赋使然，如保利发展母公司保利集团，

本是多元化业务一体， 基因决定投资方向多

元，旗下保利资本涉及应用科技、生活服务、

金融等多个方面。

业绩贡献

地产主业占九成 非地产业务赚钱难

不过， 记者了解到， 大多房企

的主业依然是地产， 记者梳理各大

房企年报看到， 房企最大的收入贡

献仍是地产， TOP30 的房企尤为明

显， 主业基本上占据了九成以上的

业绩贡献。 而不少正在多元化的房

企更是感叹， 转型并非一朝一夕的

易事。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 截至目前， 房企发布业绩报告

的合计 76 家， 其中 A 股 51 家、 港

股 25 家。 大部分企业利润明显上

涨， 房企收获历史上最丰收的年报。

从平均营收数据看，上涨了23%。从数

据来看，A股房企平均利润上涨了

23%， 但净利润率平均为 11.9%， 相

比 2017 年的平均 12.1%有所下调。

但合计 76 家企业中， 利润数据下调

的只有 22 家， 70%的企业利润出现

了明显的上涨。 而“非地产业务”

的贡献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某大

集团 2018 年销售物业收入 4527.64

亿元， 而租金、 物管、 其他业务合

计收入只有 100 多亿。

房企声音

以地产为主 多元化仍在培育阶段

同时，尽管在多元化道路上不断

探索，但房企大佬们仍纷纷直言“以

地产为主”。 万科年报《致股东》上这

样说：“无论从我们今天的体量来看，

还是从我们以往的行业环境来看，转

型都绝非易事。 首先，能支持出现千

亿级企业的实体经济领域本身不会

特别多，尚未饱和、仍有进入空间的

更只是其中一部分行业。 而我们至少

需要建立六个千亿级业务，才能再造

一个今天的万科。 其次，我们几乎不

可能再找到像房地产开发这样客单

价以百万计、而且可以依托标准化快

速复制的实业业务；更不能寄希望于

再遇到一个与过去二十年房地产开

发一样， 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能赚钱、

都很难亏钱的黄金时代。 ”

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在

业绩会上直言融创没有多元化，一直

是房地产业务为主，所谓多元化业务

都是“房地产+”。“主业还是挺重要

的， 我们还是比较专注地产专业，文

化集团和文旅集团都是在房地产+的

基础上做起来。 文化、文旅等业务是

未来 5 至 10 年需要发力的， 现在仅

仅是培育阶段。 ”

张燕分析认为，一方面，房企在

主业上仍在继续冲规模。 2018 年底，

房企百强已经占据了整个市场份额

的六成，TOP30 则从 2014 年的不到

三成做到了接近五成。 虽然不少房企

在放慢脚步提高质量，但主业为基的

趋势在未来 5 到 10 年不会有根

本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房

企在加大多元化的实践

过程，也遇到了多

方困扰，尤其体现

在政策的变化、模

式不清晰、 不确

定、 培育期过长、

多元化发展的团

队人才难求等。

未来趋势

“主业为基+万变维新”两条腿走路

回顾近两年， 房企逐渐形成了以长

租为核心的租赁， 以物联网为技术载体

的智能家居， 城市更新、 产城融合和教

育的多元化体系， 而产城融合包括文

旅、 教育， 已经变成了主业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 而租赁和以物业为入口， 以

物联网技术为载体的智能家居、 智慧社

区， 这两者会有更长足的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 物业服务痛点依然

存在， 但大服务生态已成， 场景日益丰

富。由于场景的扩展为未来的智能家居、

智慧社区都提供了非常大的扩展空间。

智慧科技加持，因为有了物业的大入口，

万物互联、智慧社区正在形成。政策长效

机制下，克而瑞认为租赁住宅依然看好，

短期盈利难的问题， 将在资产证券化进

一步放开下可望逐渐解决。3月份上交所

已提出了第一批试点的公募 REITs，这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中国地产下半

场将进入大资管时代， 未来十年甚至更

长的一段时间， 大资管将从今天这个时

间点， 通过运营和其他的资产管理方式

激活市场。

张燕还认为，“主业为基·万变维新”

是所有房企在地产下半场要做的两件

事。多元化布局不再是做和不做的选择，

而是不断思考“怎样践行怎样实施”，这

也是这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玫）

上周是清明

假期，广州楼市似乎也进入了“休假”模式，

一手房网签量大幅减少。据网易房产数据中

心监控阳光家缘数据显示，上周

（

4

月

1

日

～7

日，下同）

广州一手房网签量共1313套，环比

下跌60.31%； 网签面积为140673平方米，环

比下跌59.50%，回落到春节前后的状态。

增城连续四周网签居榜首

上周广州全市网签量前三甲依次是：

增城、 黄埔、 南沙。 其中， 增城网签 340

套排行第一， 全市占比 25.89%， 这是增城

连续四周稳居榜首； 黄埔仅次之， 网签 227

套， 全市占比 17.29%； 南沙区排行第三，

网签 221 套， 全市占比 16.83%。

外围区域方面， 番禺和增城、 南沙一

起稳坐前三甲席位。 记者从阳光家缘提供

的数据获悉， 这三区的总成交量在全市中

占比超六成。 不过， 增城、 南沙两区在全

市中占比仅 42.73%， 这也是近三周增城和

南沙在全市的占比首次低于 5 成。

从个盘来看， 增城、 南沙、 番禺三区

成交量靠前主要得益于低价盘的成交。 如

增城上周成交最好的楼盘是合景誉山国际，

而南沙的成交量则主要依赖阳光城丽景湾

和越秀滨海新城。

从网签面积来看，上周广州全市共网签

140673平方米，环比下跌59.50%；可套均网

签面积

（总面积

/

网签总套数 ）

约107.14平方

米，环比上升2.03%，这是近六周来套均网签

面积首次破107平方米。 其中，荔湾区和番禺

区套均面积依然领先， 分别为122.14平方米

和117.81平方米。上周荔湾区套均面积偏大，

主要是因为珠光御景壹号等豪宅项目拉动。

整体上， 广州各区套均网签面积主要处于

100至120平方米区间。

老三区总成交占比不到10%

相比外围区域，中心区的成交表现依旧

平平。 上周， 越秀区仅网签5套， 全市占比

0.38%；海珠区网签31套，全市占比2.36%。 相

比之下，荔湾网签量略高，共92套全市占比

7.01%， 尽管如此， 广州三大老城区的网签

量，在全市占比依旧没能超过10%。

上周， 中心区成交量较突出的是黄埔。

黄埔共网签227套，全市占比近两成，环比上

涨0.89%。 其中，绝大多数网签量来源于黄埔

增城交界的越秀保利爱特城。越秀保利爱特

城近期成交较旺，主要是因为新品入市集中

网签。 但越秀保利爱特城所剩货量已不多，

从阳光家缘数据来看， 当前仅剩 19 号楼 02

单位尚未推出， 整个楼盘仅剩 335 套房源

尚未网签。

目前房企

布局的

非地产业务

政策严控下 房企布局放缓

由于政策的严控，小贷保理这一类业

务 ，要么自有资金要求很高 ，要么不允许

开展。 基于这样的前提，虽然

TOP30

房企

有六成以上都布局了金融， 但从

2018

年

的数据来看，房企在传统金融中的布局已

明显放缓 ：

2015～2016

年 ，

TOP30

房企有

60%

布局传统金融行业， 而到了

2018

年，

仅绿城通过收购百年人寿布局传统金融

行业。 但另一方面，超过一半的企业都开

始布局投资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参

与到房地产经营当中是目前比较多的一

种方式。

张燕透露，

TOP30

房企中有

50%

布局教育，但因为政策受限，

如通过

VIE

架构境外上市退出

漏洞被堵死，房企都开始把教育

回归主业作为配套运营。

土地出让政策变化对文旅运营提

出更高要求：十年前对运营配套的比例

为 10%～20%，现在则要求 50%～70%。 在

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么自主创新，要么

要寻找靠谱的合作方。 另一方面，克而

瑞发现，文旅行业正在进一步向头部集

中。 2018 年，全国旅游业实际完成投资

17750 亿元，头部企业包括“华侨城、万

达、融创、雅居乐、万科、方特、长隆、恒

大” 等， 总投资 1.095 万亿

元，占比高达 62%。

养老地产的特点是对于未来发展预期很

高，但短期来看盈利模式仍未清晰。 首先，养

老客户分层很明显，

55

岁到

75

岁称之为活力

长者 ，他们对于医养需求不显著 ；而

75

岁以

上的养老人群，对医养养护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市场中要么这类产品供应不足， 要么由于

这一类群体的支付能力还没有达到， 所以形

成了现实中的供需错配。 但克而瑞有

关人士认为， 养老的政策前景

非常巨大 ，

2025

年之后会进入

真正养老事业发展期。

盈利难、供需错配是当下租赁住房

市场的主要痛点。 首先是盈利难，克而

瑞统计显示， 国内

20

个重点城市公寓

租金回报率

1%～3%

（一线城市低于

2%

），低于办公租金回报率

4%～6%

，且远

低于国际公寓水平。 但另一方面，租赁

市场仍有着众多政策利好。 中国总租赁

市场规模预计达

15510

亿元， 其中北上

广深一线城市合计达

5565

亿元，

占比

35.9%

，

23

个二线城市合

计达

2436

亿元 ， 占比

15.7%

，发展潜力大。

进入

3

月份之后，整个物业上市的

节奏非常快，几乎是每周一股。 另外，物

业已经从原来简单以住宅为核心扩展

到了商业、办公、医院等等，业态也更为

丰富，这为未来物业发展提供了非常丰

富的场景。 因为物业是大入口，展现出

更多更美好的景象， 所以

TOP30

房企

都有自己清晰的发展规划。

网签跌六成 上周广州楼市进入“休假”模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据

广东房协土地与产业研究中心统计

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广东省土地

挂牌630宗，挂牌面积2541.05公顷；成

交经营性用地土地474宗， 成交面积

1914.93公顷，成交金额711.69亿；土地

流拍

（含终止出让）

65宗， 流拍面积

254.62公顷。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省产生的近

712亿的经营性用地成交金额中，仅

珠三角区域就贡献了近614亿。 而在

成交的经营性用地中， 居住用地、商

服用地、工业用地三大土地类型的成

交金额分别达到了486.54亿元、126.08

亿元、99.07亿元。

大部分经营性用地底价成交

数据显示，在成交的474宗经营性

用地土地中，2019年一季度广东省经

营性用地溢价成交土地92宗，底价成

交382宗。 其中珠三角区域，溢价成交

33宗，最高溢价率高达305%；粤东区

域溢价成交 32宗 ， 最高溢价率达

511%；粤西区域溢价成交21宗，最高

溢价率达358%； 粤北区域溢价成交6

宗，最高溢价率34%。

在居住用地方面， 江门市以

218.92%的溢价率成为广东省居住用

地溢价成交排行榜的首位。 尽管粤西

区域的溢价成交数量未能超过珠三

角和粤东区域，可在2019年一季度，粤

西区域共有6宗居住用地成交溢价率

排在全省前十。 另外，广东省一季度

商服用地溢价成交6宗， 溢价成交土

地成交面积10.54公顷， 成交金额7.04

亿；还有5宗工业用地溢价率超100%，

多数分布在粤东地区。

珠三角成广东“卖地”主力

分区域看，珠三角经营性用地成

交金额近614亿。 一季度珠三角区域

土地挂牌297宗， 挂牌面积1468.66公

顷；成交经营性用地土地239宗，成交

面积1132.32公顷，成交金额613.68亿；

土地流拍（含终止出让）21宗，流拍面

积69.92公顷。

在粤东区域，土地价格仍处于较

低水平。 一季度土地挂牌129宗，挂牌

面积335.14公顷； 成交经营性用地土

地102宗，成交面积241.16公顷，成交

金额34.77亿；土地流拍

（含终止出让）

7宗，流拍面积33.43公顷。

在粤西区域，成交居住用地近142

公顷。 一季度粤西区域土地挂牌116

宗，挂牌面积498.74公顷；成交经营性

用地土地70宗，成交面积361.52公顷，

成交金额53.8亿；土地流拍

（含终止出

让）

31宗，流拍面积135.78公顷。

在粤北区域， 工业用地成交积

极，成交面积近157公顷。 一季度粤北

区域土地挂牌88宗， 挂牌面积238.51

公顷； 成交经营性用地土地63宗，成

交面积179.93公顷， 成交金额9.44亿；

土地流拍

（含终止出让 ）

6宗，流拍面

积15.49公顷。

首季广东经营性

用地成交近712亿

□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近一两年，随着房企利润逐渐回

落， 房企寻求多元化转型意愿强烈。

汽车、农业、机器人、长租公寓、物业

服务、商业运营、物流仓储、文旅等领

域依旧是房企投入最多、发展最稳的

行业。

不过，梳理去年房企业绩报告可

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卖房子”对

于房企来说， 仍然是最赚钱

的行业，多元化的非地产

领域盈利仍然不多。

金融：

文旅：

行业正向头部企业集中

回归主业作为配套运营

教育：

盈利难、供需错配成痛点

租赁：

短期盈利模式仍未清晰

养老：

上市节奏快 几乎每周一股

物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