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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高、战线长、盈利难———

长租公寓发展屡现“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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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今年以来， 房企系长租公寓备受关

注，多个长租公寓品牌被收购或兼并，而

房企也出现了剥离或缩减长租公寓业务

的现象。 其中，万科的“万村计划”将对现

有房源结构进行部分调整和优化， 朗诗

则成为首个因亏损原因将长租公寓业务

剥离上市公司主体的地产公司。 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目前

长租公寓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成本

高、战线长、盈利难等问题，需要房企运

营商强大的资金链以及对路的布局，才

能持续发展。

现象：多家长租公寓被收购

今年3月，苏州蜜蜂村落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与苏州乐栈公寓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业务并购协议， 涉及所有乐栈与

业主双方未解约的全部公寓。

而在此前的2月份，浙江复基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宣布， 旗下麦家公寓子

公司上海麦悦已初步完成对原寓见公寓

部分资产的重组工作。 重组后的公寓管

理品牌正式确定为麦家公寓。 据悉，去年

10月， 寓见公寓一纸公告宣布遭遇资金

链危机，数百名租客被房东勒令搬家、数

千名房东没有按时拿到租金。

而今年1月17日， 蛋壳公寓宣布以2

亿美元

（ 包含现金和债务）

全资战略收购

爱上租，涉及原爱上租的全部资产、100%

股权并入蛋壳公寓。

长租公寓被收购的同时， 不少房企

也在逐渐剥离长租公寓业务。 近日有消

息称，万科“万村计划”全面暂停签约新

房源， 并解约部分已签约房源，“万村计

划”收缩。 据悉，“万村计划”的最主要业

务是“统租”农民房，即深圳万科以略高

于市场价租金从农民房业主手中将房屋

租下， 然后经过改造之后移交给万科长

租公寓品牌泊寓进行运营， 另外还包括

房屋商铺、办公空间的改造与运营。 日前

万科回复信息时报记者咨询时表示，“万

村计划”作为租赁住宅业务的模式之一，

将继续稳步推进，截至目前，“万村计划”

已开业400余栋、1万余间公寓，市场反应

良好。 但是也承认“在推进过程中，确实

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 综合推进过程

中的客观情况， 拟对现有房源结构进行

部分调整和优化， 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中”。

此外，5月13日， 朗诗绿色集团有限

公司公告称， 将处于亏损阶段的长租公

寓业务以及包括提供物业管理、 建筑设

计、园林绿化景观等的非地产业务剥离。

朗诗绿色集团坦承， 旗下朗诗公寓仍处

于培育期，预计未来两年将持续亏损，日

后将产生持续资本开支。

来自克而瑞的统计数据显示， 朗诗

2018年收入构成中84.7%来自房地产开

发与销售业务板块，管理服务、办公物业

投资以及长租公寓收入仅占15.3%，尤其

是长租公寓业务， 在朗诗2018年业务收

入构成中仅占1.7%。 按照朗诗绿色集团

的年报数据， 长租公寓业务在2017年、

2018年分别亏损0.44亿元和1.9亿元。 据

悉， 从2014年起， 朗诗即开始向长租公

寓、养老服务、绿色金融、绿色建筑设计、

物业服务、 装饰等多个业务领域延伸触

角。 2018年，“朗诗绿色地产有限公司”更

名为“朗诗绿色集团有限公司”。

原因：问题暴露致市场降温

长租公寓在最近两三年来被资本市

场热捧，然而近一两年连续爆发的“甲醛

门”、“租金贷”、“鼎家”等事件，暴露出了

长租公寓行业的许多问题， 之后长租公

寓市场进入了降温期。 对于发生在市场

降温期的这些并购，有业内人士表示，投

入高、回报周期长、利润薄的长租公寓市

场，并非所有运营商都能行得通。

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曾表示，从

去年下半年至今， 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

通道， 总体来说全国市场还处于调整阶

段，房企资金压力较大，尤其是来自债务

到期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房企会对长租

公寓这类投入大、短期成效较少的业务，

做一些战略收缩。

业内人士指出，风口下市场、政策、

融资依然造成了这项极易水土不服的业

务成为标配，“三年不盈利”“五年不盈

利”但“前景美好”成了空话，长租业务终

究还是成了开发商的“拖油瓶”。 从朗诗

年报中披露剥离长租公寓的原因来看，

长租公寓业务已严重拉低了财报的“颜

值”，从而影响了股东的权益，长亏导致

长痛。

预测：房企重新审视长租公寓

据了解， 目前经营不善的长租公寓

大多数是因资金链出现问题，随着“租金

贷”被禁，大量中小型运营商怎样生存已

成了最大问题。 再加上资本陆续退出，长

租公寓最近两年兴起的资产证券化

（ABS）融资也受阻，长租公寓“钱”景堪

忧。 据同策研究院统计，今年上半年仅有

5笔住房租赁ABS获批， 对比2018年多笔

ABS动辄50亿至100亿元的规模缩水很

多。 业内人士表示，成本高，盈利难，成为

中小运营商的最大痛点。

地产专家邓浩志表示， 目前长租公

寓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盈利难， 导致盈利

难有两点：一是租金回报率低，在一线城

市年回报率低于2%， 在二线城市大概为

3%左右，但空置率也比一线城市高。按照

这个盈利水平，连运营成本都覆盖不了。

二是运营总体成本高。 首先是财务

成本，如果是重资产运营模式

（ 即运营机

构自持物业） ，

则物业总值所对应的财务

成本极高

（ 今年一般不低于年

7%

）

。其次，

还有细分运营成本，如装修折扣、各种税

费等。 总体成本是租金收入的4、5倍。

“目前租赁市场并没有获得重大的

政策支持，如果没有在融资、税费上有重

大的扶持政策，这个市场恐怕很难打开。

前期参与的企业有可能因为亏损而逐步

退出。 ”邓浩志表示。

对于长租公寓的后市发展， 易居研

究院总监严跃进认为， 不排除今年下半

年还有开发商方面的长租公寓出现经营

困难等问题。 由于长租公寓的资金回笼

速度明显慢于房屋开发， 自然也会使得

部分房企重新审视长租公寓的发展。 从

这个角度看， 当前长租公寓企业自然是

比较理性的。 未来若是要盈利，一方面是

租金方面需要做足文章， 即研究涨租金

的机制； 另一方面是要积极通过资产证

券化的模式来加快租金的回笼和变现。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据银保监会网站消息，近日，银

保监会组织开展了第二次财产

保险公司备案产品条款费率非

现场检查。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 银保监会向 20 家财产保险

公司下发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 责令公司立即停止使用问

题产品，限期整改，并对其中情

节严重的 11 家公司采取禁止申

报新备案产品 3 至 6 个月的监

管措施。

银保监会指出， 本次产品

现场检查发现公司的一些产品

存在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为备

案类产品中含涉车责任； 短期

健康保险或责任保险条款中引

用已经废止的伤残评定标准；

短期健康保险中引入长期保险

概念； 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主

险条款或费率未区分被保险人

有无社保等情况； 主险费率浮

动条件未明确列明等。 此外，公

司产品还普遍存在不规范或有

瑕疵的情况， 主要表现为保险

条款命名不规范、 保险条款或

保险费率表述不规范、 备案表

填写有瑕疵、 产品归类或信息

录入有瑕疵、 文本表述有瑕疵

等。

银保监会指出， 各公司应

高度重视产品管理工作， 切实

担负起产品主体责任。 同时，对

照检查发现的问题， 主动做好

产品自查清理工作。 各公司应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对照产品

检查发现和通报的问题， 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要

求， 全面自查所有在售保险产

品， 及时清理注销问题产品和

“僵尸”产品，做到全面细致，不

留死角。

此外， 各公司应依法合规

开发保险产品， 严格产品报备

使用管理。 产品开发要切实做

到依法合规、不违反保险原理、

不违背公序良俗、 不损害社会

公众利益和保险消费者合法权

益，确保保险条款结构清晰、文

字准确、表述严谨、通俗易懂，

保险费率科学合理， 与风险匹

配。 同时，公司要严格产品法律

审查、精算审查、合规审查，公

司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也要

切实负起责任。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

密切跟踪监测公司产品自查整

改和清理修订情况， 强化产品

检查成果运用； 持续深入开展

产品检查， 实现对财产保险公

司产品检查全覆盖； 对产品问

题整改不到位、 产品主动自查

清理不到位、 产品管理主体责

任履行不到位的公司， 严格采

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

今年以来出现的几起

公寓并购或剥离案例

银保监会对

11

家险企

采取禁报新产品措施

蛋壳公寓宣布以

2亿美元（包含现金和债

务） 全资战略收购爱上

租， 涉及原爱上租的全

部资产、100%股权并

入蛋壳公寓。

1

月

17

日

浙江复基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旗下麦

家公寓子公司上海麦悦已初

步完成对原寓见公寓部分资

产的重组工作。 重组后的

公寓管理品牌正式确

定为麦家公寓。

2

月份

苏州蜜蜂村落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

乐栈公寓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业务并购协议，涉

及所有乐栈与业主双

方未解约的全部

公寓。

3

月份

朗诗绿色集团有

限公司公告称，将处于亏

损阶段的长租公寓业务以

及包括提供物业管理、建

筑设计、园林绿化景观

等的非地产业务

剥离。

5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