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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长租公寓、物业服务、商业运营等领域成房企争夺资源

房企“非主营业务”都赚钱了吗？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整体环境

的变化，传统以土地为重心的赢利模式

难以支撑房企的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房

地产企业对传统赢利模式进行创新与

转型。 而长租公寓、物业服务、商业运

营、城市更新等领域成为房企竞相争夺

的资源。 目前随着房企年报陆续发布，

记者从中了解到，部分非主营业务已经

站稳了红利“窗口”。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

出，房企的资金实力是重要因素，赚惯

了“快钱”的地产公司必须适应其他行

业的“低回报”和“长周期”，才能获得更

长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租赁市场：

长租公寓租金增幅大

随着国家层面各项利好住房租赁

政策的不断出台，各地方也相继推动租

赁市场的发展，社会对于长租公寓的关

注度随之提高。 在长租公寓品牌商抢占

市场份额的同时，国企、央企纷纷涌入

住房租赁领域， 并推动各自的品牌公

寓。 据克而瑞统计，TOP30 房企中，近

20 家房企已进军或将布局长租公寓，抢

滩市场。 日前，记者从不少房企的业绩

报告中看到，长租公寓已为房企带来了

不小的盈利。

据年报显示，龙湖旗下租赁住房业

务龙湖冠寓，着眼于满足新世代年轻人

群需求， 已陆续在全国 30 余个高能级

城市开业运营。 截至 2019 年底，冠寓累

计开业房间数量达 7.5 万间， 租金收入

11.7 亿元，同比增长 150.6%，整体出租

率为 77.4%， 开业超过 6 个月的房源出

租率为 87.3%， 位居集中式长租公寓品

牌指数排行榜第一名。

易居研究院总监严跃进表示，长租

公寓企业持有的房源和租客数量必须

达到一定的均衡点， 才能实现盈利，只

有具备一定规模和专业化服务水平的

机构，才能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并

获得发展机会。

长租公寓的利好之下，房企在商场

租赁的红利也日渐凸显。 据年报显示，

截至 2019 年底， 越秀集团直接持有出

租投资物业 70 万平方米， 年内实现收

入 6.9 亿元，同比上升 0.7%。 公司持股

38.1%的越秀房产基金持有出租性商业

物业 97 万平方米， 年内实现收入 20.6

亿元，同比上升 1.3%。 此外，2019 年，龙

湖集团新开业商场达 10 座，合肥、南京

首座天街开业运营，全国范围内累计开

业商场达 39 座， 已开业商场建筑面积

377 万平方米，整体出租率 98.5%。 商业

租金增长 31.9%至 47.5 亿元，同店增长

达到 19%； 商场销售额为 267 亿元，同

比增长 25%；全年平均日客流 15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3%。

物业服务：

“陷阱”还是“馅饼”？

对企业而言，在当前“融资难”的情

况下，尽享地产增长红利却又不用承担

周期剧烈动荡的物业管理业务成为“香

饽饽”， 做大物业板块逐渐成为房企发

展趋势。 而不少房企的物业服务方面的

盈利也证明了这个市场的前景。

年报显示，2019 年， 龙湖智慧服务

新进入 45 个城市，基本完成一、二线核

心城市及三、 四线潜力城市的布局，实

现营业收入 42.8 亿元

（合并抵消前收入

约为

50.0

亿元）

，同比实现突破性增长。

截至 2019 年底， 龙湖智慧服务已在全

国 118 个城市开展专业化的物业服务，

合约管理面积达 4.28 亿平方米，服务业

主 330 余万户， 业主满意度连续 11 年

超过 90%。

无独有偶，今年 2 月 25 日，融创中

国发布正面盈利预告，预期年度溢利同

比增幅超 50%，增长主要来源于物业销

售交付面积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在宏观政策影响下， 房地产行业

2019 年整体增速进一步放缓，行业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细分领域下的物业服务

领域开始显现价值。 展望 2020 年，虽然

房地产行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较大，但物业管理仍被市场看好。 不过

业内人士表示，发展物业板块需要长时

间的探索与经营，无论龙头房企还是中

小型房企均不可贸然入市。 日前宏辉集

团就补充公布盈利预警，预期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6 个月综合财务业绩除

所得税前亏损 0.4 亿港元至 0.45 亿港

元。 此次公布数据为管理层根据董事会

目前可得资料的初步评估。

城市更新：

重要机遇，厚积薄发

2019 年广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

年将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推动 151 个老

旧小区微改造、10 个旧村改造、50 个旧

厂改造项目。 在广州西部的白鹅潭一

带， 已有不少城市更新项目得以开展，

不少房企也投入热情。 对于部分上市房

企而言，城市更新已成为其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

中国奥园继续积极推进城市更新

项目。 根据最新的公司年报，中国奥园

已实现旧城、旧村、旧厂

（“三旧 ”）

改造

全覆盖， 拥有逾 30 个不同阶段的城市

更新项目， 预计额外贡献可售资源约

2260 亿元，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占 89%，

有助增厚在大湾区的土地储备。

中国奥园总裁郭梓宁透露，2020 至

2021 年， 在选择优质项目进行收并购、

适当参加招拍挂的同时， 会继续加大

“三旧”改造的力度。 目前，中国奥园的

“三旧”改造项目主要位于大湾区，特别

是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五座城

市。 未来土地储备以及提供的货值可

观。

而据年报数据显示，2019 年时代中

国成功转化 10 个城市更新项目， 总建

筑面积约 368 万平方米，其中 8 个转化

为新的土储，总建筑面积约 349 万平方

米，占 2019 年新增土储面积约 46%。 时

代中国董事会主席岑钊雄认为，城市更

新是房企未来盈利的重要保障，“城市

更新业务在转化开发用地和实际开发

利用两个阶段的利润率都不错”。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与传统的招拍

挂相比， 城市更新的项目仍然存在挑

战。 由于城市更新项目所在地块往往是

旧村、旧居、旧厂房，已成为城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还涉及土地确权、居民安置

等因素，如何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平衡

各方利益仍是核心问题。

爱心补给站持续接力

东方文德向抗疫一线工作者致敬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东元）

3 月

23 日，一座放满爱心物品的“爱心能量

补给站”在广州东方文德广场亮相，蔬

食简餐、茶饮咖啡、面包点心、茶叶坚

果小礼包等暖心物品持续补给， 供医

护人员、快递人员、外卖小哥、公安交

警、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公交司机

等坚守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免费领

取。 疫情期间，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始终

坚守在一线平凡而伟大的城市守护者

们，他们如城市“血液”般，维持着城市

的正常运转。

中午 12 时左右，活动现场吸引了

众多外卖和快递小哥，正值饭点，他们

在爱心补给站匆匆领走一份工作餐和

饮品便继续回到岗位上工作。 工作人

员特地准备了十余份爱心餐食， 在文

德路公交站就近送给未能离开工作岗

位的公交及的士司机。 市民朋友路过

活动现场也纷纷驻足拍照， 在留言墙

上写下暖心祝福， 为守护广州的抗疫

一线工作者加油鼓劲。

广州东方文德广场此次联合场内

爱心商家喜茶、天水蔬食料理、面包好

了、帝芬诺咖啡、新樾栈越南菜馆、如

爱生活馆、 龙灿茶行、 五谷道海鲜酒

家，共同为“能量补给站”提供爱心餐

食， 为默默坚守的抗疫一线工作者注

入能量。 除了餐食，还有来自东方文德

写字楼的爱心人士捐献的 300 份口

罩、免洗洗手液、中药防疫香囊等防疫

用品。 活动当天，共送出 700 余份爱心

物资。 商场方表示，未来还会持续开展

同类型的活动，将爱心持续传播。

某楼盘景色。

“爱心能量补给站”为抗疫一线人员补充能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