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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落地

万科轻资产路径再抉择
本报记者 王小明 深圳报道

由万科联合鹏华基金发起的
“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封闭式混合
型基金”（以下简称“鹏华前海万科
REITs”）终于传来确切消息。 6 月

23 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基金管

意义上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募 RE-

资产战略推进其实并不容易，面对

理方鹏华基金方面获悉，已于 6 月

ITs 产品。

资产周转效率和不动产运营权之

8 日获证监会批准的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于 6 月 26 日登陆深圳证券

REITs 破冰意味着万科的轻
资产战略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从万

间的矛盾，万科暂时还没有寻找到
特别合适的方案，这让万科在推进

交易所挂牌交易， 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由此成为国内第一只真正

科向城市配套服务商转型开始到
其首只公募 REITs 落地，万科的轻

轻资产战略时面临着诸多困惑和
压力。

公募 REITs 破冰

轻资产的路径抉择
出让部分股权并保留资产运营权才是万科所看好的轻资产的
路径。
尽管外界对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的发行前景表示看好，但对

权和运营权一体的时候不会出现
矛盾。但现在我们出让了租金收益

万科而言，从其面向城市配套服务

权，这就意味为了提升租金所增加

认购金额最低为 10 万元，追加
认购单笔最低金额 1000 元，基
金以 30 亿元为募集上限。

商转型至今，其依托房地产信托基
金等方式的轻资产战略推进并不
顺利。 今年 5 月 4 日，领汇基金就
宣布，放弃早前公布的向万科收购

的运营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关
税费都必须由万科承担”， 刘波告

根据此前万科透露的信息，万
科与鹏华基金合作的 REITs 基金，
标的是位于深圳前海的万科企业

龙岗万科广场的计划，原因是双方
在部分条款上暂时未能达成共识。
“
他们希望产权交易，让我们把
项目卖给他们， 而我们希望股权交

国内公募型 REITs 基金的破冰之
作，万科还是顶住了压力。
而让万科感到为难的还不止
于此。 刘波认为， 鹏华前海万科

易， 将持有这个产业的公司股权卖
给他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并

REITs 基金以万科前海企业公馆的
租金收入为标的， 意味着该项目的

约 3000 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以及约
6000 平方米的半地下停车场，目

不希望把项目卖掉。”万科董秘谭华
杰 5 月份曾向记者解释了双方未能
达成交易的具体原因。

的运营团队不仅要尽力满足公司内
部的考核， 还要接受广大投资人的
监督和要求， 一旦运营业绩不及预

前，该项目已是满租状态，每平方
米月租可达到 250 元。

显然， 如何在资产周转率与项
目运营权之间寻求平衡， 如今已经

期， 损害的将是市场对万科资产运
营管理能力的信心，
“
所以我们必须

2014 年 6 月， 万科采用 BOT
（建造、运营、移交）的模式为前海
管理局开发完该项目后，拥有了该
项目 8 年的运营管理权，期满 8 年

成为万科推进轻资产战略时难以回
避的一对矛盾： 即便是此次与鹏华
合作成功发行公募 REITs 基金，万
科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压力和分歧。

全力以赴去换取项目的高收益”。
在万科推进轻资产过程中的挫
折、困惑和压力中可以发现，采取产
权交易的方式实现资产证券化并非

“
REITs 无非是现金流的呼唤，
但去年在酝酿这个 REITs 基金时，
万科其实并不缺钱， 我们的融资渠
道非常多元化， 况且去年我们的回
款率也很好， 在这个背景下推这个

万科轻资产的主要思路， 出让部分
股权并保留资产运营权才是万科所
看好的轻资产的路径。“
万科不愿意
做纯粹的开发商， 城市配套服务商
的转型意味着万科未来是一个服务

REITs 方案， 其实公司内部有很大

商、运营商的角色”，有熟悉万科的

的压力”，具体负责推进该基金的深
圳万科财务总监刘波表示， 最终公

分析师认为。
在万科高级副总裁祝九胜的描

司管理层决定从长远考虑， 在不缺
钱的情况下与鹏华合作， 推出了这

述中， 资产运营正是万科未来主要
的一个业务方向。“
开发商已经走出

个 REITs 基金。
虽然该 REITs 基金并不涉及

了传统的开发阶段， 未来谁在这个
行业里面做得好或者做得大， 不是

产权交易，只是让渡了项目的租金
收益权，但在万科看来，万科在其

简单看他的开发量、 开发面积或者
说销售金额， 看的是他的资产管理

中依然担当了一定的风险。“作为
一个持有经营性资产的运营方来

规模， 或者它与金融界金融资产交
易量的大小”，祝九胜表示，未来万

说，运营这项资产是需要一定的运
营成本的，运营成本和租金收入增
长一般呈现正相关的关系，高租金
回报需要高的运营投入。 当收益

科服务的人群是千万级的， 管理的
资产是万亿级的， 大量的物业和资
产所产生的基础现金流会让万科
“
越来越稳”。

公馆。 该项目包含一座约为 1 万平
方米的特区馆、36 栋建筑面积约
200~1600 平方米不等的企业公馆、
一座约 3300 平方米的商务中心、

之后（至 2021 年），项目将无偿交
还给前海管理局。
记者从鹏华基金方面获得的鹏
华前海万科 REITs 交易方案显示，
该基金在合同生效后 10 年内将实行
封闭运作，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在封闭运作期间，将以不高于
基金合同生效日基金总资产 50%的
比例， 通过增资方式持有目标公司
（深圳市万科前海公馆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组织形式变更后的实体）
50%的股权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以
获取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期间前海企业公馆项目
100%的实际或应当取得的除物业管
理费收入之外的营业收入；另外不低
于 50%的基金资产,将投资于依法发
行或上市的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
具等，以获取固定收益类资产和低风
险的二级市场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收

6 月 26 日，鹏华前海万科 REITs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本报资料室 / 图

益机会。 在基金封闭运作期满后，该

元，基金以 30 亿元为募集上限。

并确保每年维持不低于 2000 万元

封闭式基金自动转为上市开放式基
金，属性变为债券型基金。

作为基石投资者， 深圳前海金
控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其指定机构

的保证金。 若目标公司当期实际业
绩收入低于深圳万科提供并经基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事件， 宣告了公募基金投资范围拓

认购 3 亿份 （不包括利息折算的基
金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两

金管理人确认的目标公司当期业
绩比较基准，深圳万科将以保证金

展到了不动产领域， 是将顶级商业
地产资产证券化的重要实践， 不仅
填补了国内公募 REITs 基金的市
场空白， 丰富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层

年内不得转让；同时，鹏华基金也将
以自有资金认购 1000 万份（不包括
利息折算的基金份额），自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

账户资金余额为限按目标公司当
期实际业绩收入低于业绩比较基
准的差额向本基金进行支付。
万科高级副总裁祝九胜将该基

次和产品，对投资者而言，也是优化
资产结构， 分享优质商业地产租金
收益的机会。”鹏华基金董事长何如
在 6 月 24 日 举 行 的 “前 海 公 募
REITs 金融创新高峰论坛”上表示。

为了确保未来投资标的能够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收入， 该公募
REITs 基金设立了多个条款以控
制风险， 其中包括实行利益绑定，
对万科超出预期的运营结果实行

金的落地发行视为万科轻资产战略
的重要一步。“万科作为这只公募
REITs 的受益者， 能拿到这个钱不
容易， 首先要感谢鹏华前海基金的
团 队 ”， 一 直 负 责 万 科 前 海 公 募

据鹏华基金方面披露的信息，
该公募 REITs 基金的面值是 1 元，

超额收益部分分成机制，以确保项
目后续的良好运营； 与此同时，要

REITs 商务谈判的祝九胜表示，未
来万科的资产管理规模将是万亿级

首次募资期间，认购金额最低为 10
万元，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金额 1000

求深圳万科开立保证金账户，一次
性存入不低于 2000 万元的保证金

的， 万科将会继续为各金融机构提
供更多的可证券化优质资产。

诉记者，这一点在万科内部当时也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考虑到这是

“馅饼”还是“陷阱”？ 华侨城 28 亿元的旧改大餐
本报记者 赵思茵 深圳报道

自
“
佳兆业”事件后，谈旧改色变的
深圳房地产近日出现了一张旧改大单。
6 月 19 日，华侨城 A 全资子公
司华侨城地产公司 661.716 万元收
购花伴里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恒祥基

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51%的股
权。 而恒祥基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
沙井后亭、龙胜等六个旧改项目。

入手深圳 6 个旧改项目。
因土地资源稀缺， 多数房企都
想从深圳土地中分一杯羹， 但因佳

因此，除了收购款项外，华侨城
A 还需要支付花伴里公司 23 亿元

兆业而起的深圳旧改危机恐慌已经
蔓延至深圳同行， 旧改的操作难度

城市更新补偿款， 以及 5 亿元公司
债务。 换言之，华侨城 A 以 28 亿元

比以往大了许多。 一下入手 6 个旧
改项目，华侨城雄心勃勃。

6 个旧改项目
华侨城 A 重金收购的的恒祥基
公司，其主要资产包括沙井后亭旧改
项目、水门拆迁返还地项目、龙胜旧
改项目、沙井后亭工改商项目、新木
新村旧改项目和珠光旧改二期项目。
其中， 沙井后亭旧村改造项目
位于宝安区沙井街道， 步涌路与向
兴路交汇处， 项目拆除范围用地面
积约 4.1 万平方米， 开发建设用地
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约 12.4 万平方米。
龙胜旧村改造项目计划用地面
积为 11.3 万平方米，其中开发建设
用地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 总建筑
面积 39.2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28.9

万平方米(含保障性住房 3.5 万平方
米)， 商业 5.1 万平方米， 商务公寓
3.7 万平方米。
上述两个项目均被列入《2010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批
计划》，后者还于去年 3 月启动了拆
迁工作。 但为了保证华侨城 A 入手
的旧改项目没有意外， 花伴里公司
还是在协议中保证， 在协议签订后
两年内首批项目应全部取得政府部
门实施主体确认书。并且，花伴里公
司还同意， 将持有的目标公司 49%
股权在乙方支付第一笔补偿款之前
质押给乙方。
倘若在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有

关项目未能全部取得政府部门实施
主体确认书的， 华侨城房产有权选
择继续执行协议， 或者要求花伴里
按约定价格回购标的股权或相关项
目公司股权。
对于 6 个旧改项目的大进项，
华侨城 A 表示，公司通过此次股权
收购，参与了城市更新业务，开拓了
华侨城 A 在深圳获取优质土地资
源的一种新模式，是华侨城 A 地产
业务拓展的新尝试。 公司此次与民
营企业的合作， 是公司加强体制机
制建设，探索混合经济的有益尝试，
实现了优势互补， 为公司的长远发
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旧改的羁绊

地产扩盘
事实上在华侨城 A 争夺、积
极介入旧改项目的背后，是其“旅

效慢的高风险局面。 地产行业带
动效应的下降，很可能导致华侨

多项告负， 因此导致盈利规模有
所下滑。

游 + 地产”模式短板日显。
华侨城 A 成立之初以“旅游

城在旅游地产领域龙头地位的
下降。

在此种格局下， 谋求地产业
务的扩张似乎不足为奇。

+ 地产”的低成本拿地、旅游先行
带动周边土地升值进而建设高端

数据显示，2014 年华侨城 A
房地产业务对营收的贡献比重由

而华侨城 A 也在于今年年
初计划定向发行 11.63 亿股募集

住宅谋利的优势， 最终发展到
310 亿元的资产值。
好景不长， 随后崛起的宋城

13 年的 51%降至 49%，相比旅游
综合收入 14%的同比增长率，房
地产业务仅实现 4%的增长。并据

80 亿元。 用来收购由公司控股股
东华侨城集团持有的武汉华侨城
15.15%股权、 上海华侨城 9.87%

演艺、华强文化，以及外来的迪斯

华侨城 A 公布的一季度销售显

股权、 酒店管理公司 38.78%股

尼均欲抢食国内主题公园蛋糕。
华侨城 A 已有的一线城市受到
挤压， 而新一轮扩张的二三线城
市的主题公园市场也正日益形成
更为激烈的竞争格局。
无独有偶，就连华侨城引以
为傲的旅游 + 地产模式， 也被
其他地产商借鉴，万达、龙湖、雅
居乐、碧桂园等房企纷纷转战旅
游地产。 因此有分析指出，随着
房地产行业整体进入白银时代，
旅游地产仍然面临着高投入、见

示， 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50
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27.09%，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5.16
亿元，同比减少 22.51%。 报告期
内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为 45.42 亿元， 同比减少 9%，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虽同比大增
1314%，但依旧为 -15.37 亿元。
对此， 首创证券等多家券商
均发研报表示，华侨城 A 地产结
转拖累总体业绩， 新业务模式分
散现金流， 公司一季度业绩指标

权、 投资于西北片区 2 号地项
目、西北片区 3 号地项目、重庆
华侨城一号地块项目以及偿还
借款。
受此定增影响，华侨城 A 财
务结构得以改善，降低偿债风险，
使得杠杆空间进一步提升， 也为
公司加快全国范围战略布局、扩
大经营规模提供资金支持。 截至
一季末，华侨城 A 公司资产负债
率相比年初降低 0.83 个百分点
至 65.18%。

京的 46.2%和广州的 61%。

块，为 18 宗。

目， 对于华侨城 A 而言是不错的
选择，唯一担心的就是旧改推进的
难度。 ”深圳某市场人士如此担忧
地说道，
“
有了佳兆业前车之鉴，深
圳旧改怕是不那么好做了。 ”
而单从今年的旧改土地供应
量以及日益严苛的旧改审批上，
就不难看出深圳政府对旧改项目
较以往更为谨慎。
据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提供

其中， 在深圳 5 月公布的住
房建设计划中， 今年计划安排供
应商品住房用地 85 公顷。 其中，
新供应用地 10 公顷，城市更新用
地 75 公顷。
但对比三年来的数据却发
现， 一直是深圳土地供应的重要
来源的城市更新供地指标正在逐
年减少。 数据显示，深圳 2012 年
的存量用地供应规模达到高峰，

而在深圳 3 月 9 日公布的
2015 年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一
批计划中，福田、罗湖、南山、宝
安、龙岗和龙华新区共计 10 个项
目获批通过， 总拟拆除重建用地
面积 59.78 万平方米。 对比 2014
年同期的第一批城市获批的 18
个项目城市更新单元，大幅缩水。
除此之外， 按照深圳城市更
新相关政策， 申报单元必须在完

的 数 据 显 示 ，2015 年 上 半 年 以
来，北京等全国 10 大重点城市合
计土地出让金为 2549.8 亿元，比
2014 年同期的 4852.99 亿元同比
下降 47.5%。 一线城市中，深圳同
比下降 80%，降幅居首，远高于北

占 供 地 总 量 近 75% ；2013 年 及
2014 年占供地总量的比例均在
60%以上。 2014 年，深圳共审批城
市更新项目 52 个，其中商住项目
共计 25 个，远超招拍挂纯商住用
地(仅 1 个)的数量；其次是工业地

成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及项目
实施主体确认等工作后方可实施
开发建设， 而申报主体也并不等
于项目实施主体。 但这样的新政
策使得不少项目因确认实施主体
而耽误项目进度。

是馅饼还是陷阱

除了华侨城 A 的官方表达之
外， 深圳市场的土地供应以旧改为
主以及日益攀升的房价也使得涉入

当时双方争夺的地块为康佳总
部厂区于 2011 年被深圳列为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范围， 项目的拆迁用

明该房产证不含地价和土地使用权，
仅为证载的 8 个地上建筑物业的产
权。 并且因为康佳集团只拥有该地块

旧改成为房企在深圳扩张绕不过去
的“
坎”。 而作为深圳国企巨头的华
侨城集团也不例外， 早已对旧改蛋
糕垂涎不已，但却总是事与愿违。
2007 年，紧邻华侨城波托菲诺
纯水岸豪宅项目的白石洲旧改地块
出炉。 彼时，市场一度猜测，华侨城

地面积为 3.72 万平方米，开发建设
用地面积为 3.72 万平方米，计容积
率建筑面积为 26 万平方米。
项目的定位及改造目标为集研
发、办公、商业等多元功能为一体的
城市综合体。 但就在该地块将要进
行商业开发的前夕， 大股东华侨城

的建筑物业产权，而土地权则属于华
侨城集团，属
“
房地分离”的状况。
其后，双方更是因项目的权属之
争而对簿公堂，最终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 康佳宣布将与华侨城集团按
70∶30 合作开发争议旧改地块。 后
者则欲将地块给予华侨城 A 开发。

A 将会拿下该旧改项目。 然而，2014
年 3 月份深圳发布的城市更新计划
显示， 该项目最终花落深圳绿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除了白石洲旧改地块的羁绊
外， 华侨城集团还与其旗下康佳进
行了长达近两年的旧改项目开发权
的争夺，最终对簿公堂方可解决。

集团提出异议要分一杯旧改的羹。
此后，两家公司进行了长达一年
多的厮战。 康佳基于其拥有该项目的
房产证，申请作为该项目的唯一开发
主体。 华侨城集团则反对康佳作为该
项目的唯一实施主体，称康佳集团取
得的房产证， 使用年限从 1985 年 1

虽然华侨城 A 最终还是分到了
康佳总部的旧改地块权益，但其对旧
改市场的野心依旧不减。 在佳兆业危
机之时，曾有市场消息传言称，华侨
城正与深圳政府洽谈接盘佳兆业。 但
随着融创的入局和郭英成的回归，佳
兆业情势逐渐好转，华侨城接手佳兆
业手中旧改项目的言论也不攻自破。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 这说

“以合适价格拿那么多个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