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2

家上市房企上半年主要指标数据

分类指标

营收规模

营业成本

总体毛利润

金额（亿元）

23068

16051

7017

同比增速（

%

）

17.2

17.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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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据国新发布9月16日

消息，昨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介

绍2019年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

答记者问。 付凌晖表示，8月份，经济运

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服务业稳中有升

服务业稳中有升，现代服务业增势

较好。 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6.4%， 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

点。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

16.9%和8.1%， 增速分别快于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10.5和1.7个百分点。 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52.5%， 继续位于荣枯线

以上；铁路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卫星

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服务等

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8.0%以上的

较高景气区间。 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59.8%，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1~

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0%，

比1~7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稳中有缓

工业生产稳中有缓， 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4%， 增速比上月回落0.4个百

分点；环比增长0.32%，比上月加快0.13个

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

加值增长4.1%，股份制企业增长5.3%，外

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3%。

消费市场稳定增长

消费市场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增

速加快。 8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896亿元，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月

回落0.1个百分点。 其中，扣除汽车以外

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3%，比上月加快

0.5个百分点。1~8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64393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与1~7

月持平。 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50745亿元，增长20.8%，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9.4%， 比上年同期

提高2.1个百分点。

投资增长基本平稳

投资增长基本平稳，基础设施投资

有所加快。 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 含 农 户 ）

400628亿元， 同比增长

5.5%，增速比1~7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分领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2%，比

1~7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

236963亿元，增长4.9%，比1~7月份回落

0.5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84589亿

元，同比增长10.5%，增速比1~7月份回

落0.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10184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6%，商品房销售

额95373亿元，增长6.7%。 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投资下降3.4%；第二产业投资增

长2.1%， 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6%；第

三产业投资增长7.3%。 高技术产业投资

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

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0%和14.9%，增

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6.5和9.4个百分

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调查失业率略

有下降。 1~8月份，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984万人， 完成全年计划的89.5%。 8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

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25~59岁人口

调查失业率为4.5%，比上月下降0.1个百

分点。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

间为46.6小时，比上月增加0.1个小时。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

者价格下降。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8%，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

上涨0.7%。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

比上涨7.3%，衣着上涨1.6%，居住上涨

1.0%，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0.7%，交通

和通信下降2.3%，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

2.1%，医疗保健上涨2.3%，其他用品和

服务上涨4.7%。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的核心CPI上涨1.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1~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2.4%。

进出口保持增长

进出口保持增长，贸易结构进一步

优化。 8月份，进出口总额27175亿元，同

比增长0.1%。 其中，出口14786亿元，增

长2.6%；进口12390亿元，下降2.6%。进出

口相抵，贸易顺差2396亿元。 实际使用

外资709亿元，同比增长3.6%。 1~8月份，

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总额201294

亿元，增长3.6%。

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企业

效益有所改善。 微观杠杆率下降，7月

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6.8%，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商品房库

存减少，8月末，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4978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6%，比7月

末减少92万平方米。 企业单位成本费用

比年初继续降低。 短板领域投资增加，

1~8月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教育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2.2%、19.0%， 分别

快于全部投资36.7、13.5个百分点。

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明显增多，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突

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付凌晖称，下一

步， 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狠抓政策落实，

全力做好“六稳”工作，巩固和深化改革

成果，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确保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据央广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今年

上半年， 受行业整体销售增速放缓影

响，规模房企的结算收入和利润规模在

保持增长的同时，增速较2018年有所放

缓。 克而瑞有关人士表示，行业整体盈

利水平在经历了2015年的利润率低潮

后，已逐年稳步回升，进入到一个平稳

期。

172家上市房企利润增速放缓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整体销售规模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但从2018年以来，

在政策调控持续的主基调下，行业整体

的规模增速放缓明显。 而受销售增速放

缓影响，上市房企今年上半年的结算收

入和利润规模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增速

较2018年同期也出现放缓趋势。

据克而瑞统计，截至上半年末，172

家上市房企实现总体营收规模23068亿

元，同比增长17.2%，规模增速较2018年

同期的34.9%放缓近18个百分点； 总体

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7.9%至16051亿元，

规模增速放缓近13个百分点。 因此从利

润规模的变动来看，今年上半年房地产

行业整体利润增速的降幅较结算规模

更为明显，172家上市房企实现总体毛

利润7017亿元，同比增长15.8%，但相较

于2018年同期毛利润规模同比近47%的

增长，降低近30个百分点。

中小规模房企盈利能力承压

从盈利能力来看， 今年上半年172

家上市房企毛利率的中位数达到

33.8%， 较2018年同期增长近1个百分

点，创近年来新高；净利率和归母净利

率的中位数分别为12.2%和10.4%，虽较

2018年同期的高位有明显回落， 但与

2014年、2016年同期相比仍处在历史较

高水平。

克而瑞研究员朱一鸣认为，在经历

了2015年至2016年中期的利润率低潮

后，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自2016年末以来

稳步提升。 但在目前政策调控常态化、

房企利润空间持续受压的行业周期下，

企业盈利预期的实现仍面临一定的客

观压力。 虽然短期内受益于前期低成本

的土地储备以及收并购红利，行业整体

的利润率尚维持在历史较高水平，但从

长期来看， 随着行业竞争格局加剧、集

中度不断提升，对于中小规模房企特别

是百强以外房企而言，销售及运营管控

成本也将明显提升，如何平衡规模增长

与增长质量、提升精细化经营的管理水

平，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股房企利润规模增长向好

为了更好地区别A股上市房企与H

股上市房企的营收及盈利表现和走势，

克而瑞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分析。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 45家H

股上市房企实现营收12059亿元， 较

2018年同期增长14.3%； 净利润和归母

净利润分别为1953亿元、 153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7.7%、 10%。 保利置业集

团、 合景泰富集团、 中梁控股、 越秀

地产、 中国奥园等房企的净利润规模

增速均超过80%。

而统计的25家A股上市房企方面，

营收规模为9061亿元，同比增长26.5%；

实现净利润归母净利润分别为991亿

元、768亿元， 同比分别增加 37.1%和

32.9%，其中，金科股份、北京城建、蓝光

发展等房企净利润规模增长幅度位于A

股上市房企的前列。

总体来看，A股和H股上市房企的

营收与利润规模继续增长，A股上市房

企的利润规模增速要略高于H股房企。

上半年上市房企利润增速放缓

分析认为，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已稳步回升，进入到一个平稳期

8月CPI同比涨2.8%�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8

月份部分经济数据表现

分类

数据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进出口总额

同比

增长（

%

）

6.4

4.4

7.5

5.5

2.8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