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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系资产再重组

名下上市公司全部迁离中国 李嘉诚看淡地产布局全球化？
本报记者 王小明 广州报道

在完成了长江实业和和记
黄埔的“世纪大重组”之后，香港
首富李嘉诚仍未停止对旗下资
产的腾挪。 9 月 8 日，李嘉诚手
上的另外两家上市公司长江基
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长 江 基 建 集

团，01038.HK） 与电能实业有限
公 司 （电 能 实 业 ，00006.HK）联

长和系公司， 电能实业并入长
江基建后将会退市， 这意味着

合发布公告宣布，前者拟以 116
亿美元的换股形式合并电能实

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
将全部迁离中国。 对于过去两

业，以寻求公共事业业务的进一
步扩张。

年一直在香港和内地两地进行
资产拆分和出售的李嘉诚而

作为目前李嘉诚商业帝国

言， 逃离香港和内地或将成为

中唯一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

既定的事实。

长江基建合并电能
长建有 85%业务位于海外，电能也有大量海外业务，属于国际公司，在海外注册十分合理，今
次合并与撤资和政治因素无关。

再次看淡地产前景？
尽管李氏父子一直坚称看好香港和内地两地的经济前景，但事实上，从 2013 年至今，长和系在香
港以及内地的土地市场表现却一直沉寂。
尽管李氏父子已经在多个场合
否认撤资传闻，但在此次重组合并
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长和系抛售

产价格相比， 香港与内地投资回报
价值不断走低是李氏家族不断修正
投资坐标的重要原因。

信已将长实地产 2015 至 2017 年的
盈利预测降低了 3 个百分点。
截至今年 6 月底， 长实地产拥

香港和内地两地项目、重金收购欧

这或可以从长和系地产业务的

有的土地储备已经不足 1500 万平方

洲地区资产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业绩表现中看出端倪。 8 月 25 日，

米， 其中在香港地区仅拥有约 70 万

仅 2013 年，长和系就多次出售位于
广州、上海和南京的核心地段资产，

“世纪大重组”后的长实地产(01113.
HK) 公布的首份中期财务报告显

平方米，于内地有 1380 万平方米，海
外还有大约 40 万平方米的土地储

在香港则对零售物业进行重组，以

示， 期内来自物业发展的营业额按

备。尽管李氏父子一直坚称看好香港
和内地两地的经济前景， 但事实上，

李嘉诚名下上市公司注册地全部迁离中国

从 2013 年至今， 长和系在香港以及
内地的土地市场表现却一直沉寂。

根据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的
联合公告， 长江基建拟以换股的
方式合并电能实业， 具体合并方

业大力拓展香港以外的海外业
务，目前其业务遍布英国、澳洲、
新西兰、加拿大及泰国等地。

案是： 要约人向计划股东提出有
条件股份交换邀约， 除了长江基

在 9 月 8 日晚间举行的传媒
发布会上，李嘉诚长子、长江基建

建目前已持有电能实业约 38.87%
的股份外， 剩下的每股电能实业

董事局主席李泽钜表示，之所以选
择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合并，是因

股份按照每股换 1.04 股长江基建
股份的方式进行换股， 换股比率
由长建与电能截至 9 月 4 日的 5

为合并完成对于公司市值、信贷能
力都有所利好，有利于今后收购大
规模资产。“
长建的海外业务经验

认为， 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长实对
于地产前景看淡。

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而定，无

较多，所涉及的范畴亦较阔，而基

任何溢价或折让。 同时，长江基建
将派发每股 5 港元的特别股息。

建业务亦属资本密集的发展模式，
合并对集团于基建行业发展有更

地两地的多项地产资产后， 长和系
似乎仍未停手。 今年 8 月份的最新
消息是， 长实地产位于上海浦东陆

合并计划预计将在 2016 年
初或之前完成。 计划完成后，电能
实业将退市， 长江基建则在合并
之后继续维持上市地位， 长和作
为长江基建的控股股东地位不
变， 但持股比例由目前 75.67%降

大优势。 ”李泽钜称。
针对这次重组， 摩根大通发
布的研究报告认为， 合并对于长
江基建和电能实业股东都是双赢
局面， 不仅可以帮助电能更有效
地使用现金， 长江基建也可通过

至 49.19%。 通过换股合并，长江基
建的公众持股量上升， 流通性也
大大提升。
长江基建作为长和系旗下主

两家公司坐拥 750 亿元现金用作
未来并购。
“合并后长和实业持有长江
基建的股份会被稀释至 49%，长江

营基建业务的上市平台， 是目前
香港最大的上市基建公司， 其业

基建由此成为长和实业的联营公
司，前者的负债将不会合并到长和

务范畴包括能源基建、交通基建、
水处理基建、 废物管理及基建有
关业务。 1996 年，长江基建实现上
市后加快了海外业务投资， 目前
其业务已经遍及中国香港和内

实业的负债表中，这可以降低长和
实业的负债比率，帮助长和实业提
高信用评级，令长和作收购时更有
弹性，包括正进行的 O2 及意大利
WIND 的收购交易”，瑞信一名分

地、澳洲、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
菲律宾等地。
而电能实业则是长和系旗下
的能源投资平台， 投资项目包括
发电及输配电、 可再生能源及配
气业务，从 2011 年开始，电能实

析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由于
近年长江基建扩张步伐较快，负债
表较为紧张，两公司合并，也可壮
大长江基建的资产负债表，令其投
资领域更有弹性。
值得注意是， 电能实业是长

“目前长实地产已经有一定的
土储压力，尤其在香港地区，其土储
已经明显不足， 现时其手上还有
460 亿元的现金， 但只见其参与投
标却未有中标”，上述香港券商人士

事实上， 在持续抛售香港和内

家嘴的在建综合体世纪汇正在寻求
转手， 项目最高报价达 200 亿元人
民币。
上述物业是长实地产在上海陆
家嘴地区最后的自留商用物业。 11
年前，长和系购入该项目地块时，其
楼面地价仅 1.2 万元 / 平方米，而
按照上述出售价格估算， 其单价已
经超过了 7 万元 / 平方米。
本报资料室 / 图

和系目前唯一一家在中国境内注
册的公司， 也是香港蓝筹股之一，
若成功并入长江基建并退市，长和
系旗下合共 10 家上市公司的注册
地都将在海外，李嘉诚最终完成了
旗下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
这不得不再次引发外界关于
“
李嘉诚撤资香港”的猜测。对此，李
泽钜在发布会上再次回应称绝无
此事，
“
长建有 85%业务位于海外，
电能也有大量海外业务，属于国际
公司，在海外注册十分合理，今次合
并与撤资和政治因素无关。 ”

440 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旗下屈臣
氏近四分之一的股权。

年上涨 25.9%至 157.65 亿港元，但
收益贡献按年倒退 18.3%至 38.16

相比之下，在欧洲地区，长和系
则不惜重金收购电信和能源资产，

亿港元，当中，来自香港物业销售的
收益贡献按年跌 28.7%至 27.15 亿

保守估计，过去两年长和系在欧洲

港元， 来自内地物业销售的收益贡
献按年上升 22.1%至 10.59 亿港元。
在瑞银分析师看来， 长实地产
中期投资物业重估前盈利 55.36 亿
元已经低于去年同期， 主要的原因
就在于中国发展物业盈利较预期
低。 报告期内长实地产旗下中国发
展物业利润率只有 19.9%， 相比去
年同期跌了 6.6 个百分点，据此，瑞

地区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 200 亿美
元，这样的交易规模甚至超过李嘉
诚此前 10 年在欧洲进行的所有收
购交易之和。
“此次长江基建与电能实业重
组，更是反映了长和系继续进军海
外，进行多元化全球布局的考量”，
有香港券商人士认为，与欧洲的资

虽然对该传闻长和系一直未能
正面回应， 但地产圈内人士普遍认
为， 参考过去两年长和系的操作手
法，若能获得合适的报价，长和系出
售该物业的可能性极大。
“如果没有不可预见的重大不
利发展， 预料下半年内地和香港两
地物业市场将维持稳定， 但楼市长
期还将由政府政策主导”，在今年的
8 月 26 日的长和系中期业绩发布
会上， 已经年逾 87 岁的李嘉诚说
道， 面对屡受行政手段调控的内地
楼市经济前景， 或许李嘉诚已经用
实际行动在投票了。

靠融资支撑扩张

方兴地产：高价拿地 周转率承压
本报记者 赵思茵 广州报道

作为业界闻名的“
地王制造者”
的方兴地产继 2014 年 101 亿元拿
下上海大宁地王后， 近日更是在短
短 7 日内连下两宗地王。
8 月 31 日下午，方兴地产联合

中铁建， 以 50.25 亿元拿下北京石
榴庄地王项目。 仅七天后 （9 月 7

高价拿地 激化财务风险

日）下午，方兴地产历经 76 轮竞价

然而， 地王项目却是业内眼
中的高危项目。

冲前期物业亏损的状况，总体上实
现地王楼盘的盈利及开发价值。 ”

港元依旧较上年同期的 138.2 亿
港元同比下降 46.58%； 归属于上

干总额约为 174.42 亿元。
继梅溪湖之后，方兴地产还大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
认为， 地王楼盘的定价自然也是

由于受到漫长的去化周期的
影响，销售放缓的豪宅不仅会波

市股东的净利润 15.35 亿港元则
同比下跌 57.98%。 2015 年上半年，

手笔拿下海南、青岛、南京的一级
开发项目。 2012 年，方兴地产与海

高于板块内普通楼盘很多。 但由
于市场往往有其承受的极限，尤
其是当“面粉贵过面包”之时，“地
王” 楼盘的定价往往会超出板块
市场的承受能力。
“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地
王’楼盘的成交势必会受到影响，
也很难说能够较快解套。 ”
张宏伟进一步分析称：“地王
楼盘第一批少量推出保本甚至亏
本销售， 后面几批房源才是真正
盈利的阶段。 土地本身的增值及
房价的上涨均为地王后面几批房
源的入市销售盈利奠定了基础。
一定程度上讲， 拉长项目开发周
期之后， 后面物业的销售可以对

及公司毛利、影响企业销售现金
的回笼、产生附加的物业拨备减
值以及利息等财务成本问题，由
此产生的项目营销费用也水涨
船高。
数据显示，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 方兴地产的销售
和营销开支为 338.0 百万港元，较
上 年 同 期 304.7 百 万 港 元 增 长
11%。 这部分销售和营销开支主要
包括集团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广告
宣传费用、支付给相关销售代理机
构的佣金以及其他与市场推广相
关的开支。
即便有高额的营销开支，方兴
地产 2015 年上半年收入 73.82 亿

集团整体销售毛利率为 41%，较上
年同期之 39%略有上升；但物业销
售毛利率 34%，较去年同期 36%下
降两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和地王一样
需要高投入和长周期的一级土
地开发也是方兴地产的主营业
务之一。
2011 年 1 月 26 日，方兴地产
与长沙市政府签署《梅溪湖国际服
务与科技创新城开发协议》， 获得
梅溪湖核心片区土地一级开发权。
该项目位于湘江新区中心地带，总
占地面积达 28411.9 亩。 其中，前
期工程建设预计需投入 128 亿元，
二期项目预计所需资金投入的包

南兰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取
得三亚市崖州湾 1500 亩土地一级
开 发 51% 的 收 益 权 ， 项 目 预 计
2018 年完工，开发期为 6 年。 随后
的 2013 年 2 月份， 方兴地产再次
与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合作，计划
投资 300 亿元在西海岸经济新区
CBD 核心区域进行一级土地开发
建设。
今年 2 月，方兴地产再次拿下
南京江宁区上坊地区中心城改造
的项目一级开发权。 今年 7 月份，
有消息传出，南京上坊项目将是方
兴地产独立操盘的一二级联动项
目，整个项目预计投入资金 200 亿
元左右，开发期也长达 5 年。

后击败万科， 再次以总价 20.74 亿
元拿下 2015 年宁波总价新地王。该
地块楼面价 8860 元 / 平方米，溢价
率 17.8%。

地王惯性
方兴地产于 8 月 31 日拿下的
石榴庄地块也是北京业内热议已久
的地王项目。 有北京业内人士甚至
预测丰台石榴庄地块住宅部分的起
始楼面价已经超过 4 万元 / 平方米，
未来售价将超过 8 万元 / 平方米。
据了解，该地块现场竞拍时吸
引了金融街、首创、碧桂园、方兴 +
中铁建、中粮 + 天恒 + 金地、龙湖
+ 平安、保利 + 首开 7 家报价的竞
买主体。 经过 64 轮现场竞价，方兴
地产再次以总价 50.25 亿元、 溢价
率 50%拿下该地块。
出让条件还要求地块内须配建

价 20.74 亿元拿下该地块。 楼面价
8860 元 / 平方米， 溢价率 17.8%，成
为宁波 2015 年总价新地王。
回顾方兴地产近几年的拿地动
作， 其中不乏高价地王。 2009 年 6
月 30 日， 方兴地产以 40.6 亿元的
价格将北京广渠门 15 号地块收入
囊中。 2012 年 12 月 26 日，方兴地
产以总价 56.8 亿元摘得上海海门
路 55 号商办地块，楼面地价 23330
元/ 平方米，溢价率 21.11%，刷新了
2012 年全国土地总价纪录。
即便是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期，方兴地产对地王的热衷度依旧不

建筑规模 18600 平方米的
“
公共租赁
住房”， 房屋回购价格为 7000 元/ 平
方米。 若按此计算，这地块的起始楼
面价约 2.5 万元 / 平方米。但据中原地
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计算实际可售面
积楼面价在 5 万元 / 平方米以上。

减。 2014 年 1 月 28 日，方兴地产经
过 100 多轮竞价，最终以 101 亿元夺
得闸北区大宁路街道 325 街坊地块，
溢 价 率 111.59% ， 折 合 楼 板 价 达
47609 元 / 平方米。 地块也毫无悬念
地刷新了上海宅地总价地王纪录。

张大伟还对 《中国经营报》记
者分析称：“北京的土地稀缺，只要
房企在北京拿地，都会是地王。 值
得庆幸的是，方兴地产拿下这块地
的位置在四环之内， 位置还不错。
加上其在高端项目运营上有品牌
溢价，最后的市场前景应该不错。 ”
而方兴地产拿下的宁波地块面

对于方兴地产屡拿地王的做
法， 甚至有业内人士吐槽说：“拿地
王是他们（方兴地产）的一贯作风。”
截至记者发稿前， 方兴地产未
有回应上述质疑。
其地产首席执行官李从瑞亦在
今年 8 月表示， 现在是一个获取土
地的比较好的时机， 今年上半年方

积高达 93646 平方米， 容积率 2.5，
挂牌起始楼面价 7520 元 / 平方米，
地块规划为城镇住宅用地。 历经 76
轮竞价后， 方兴地产击败万科以总

兴地产基本没拿地， 下半年会根据
整个政府的推地情况、 市场情况获
取一些优质的土地， 主要选择在一
线城市和经济很活跃的二线城市。

周转率承压 融资支撑扩张
和地王项目一样，方兴地产虽

销售额只有 13 亿元， 在市场普遍

地开发的投资动作，方兴地产需要

及非流动） 为 486.44 亿港元，较

一级开发为业绩增色不少，但一级
土地开发的大笔投入和漫长开发
周期并不被分析人士看好。长期跟
踪研究方兴地产的中金公司分析
师张宇认为，方兴地产在土地一级
开发领域进展不及预期，土地一级
开发将进一步拖累该公司资产周

好转的 2015 年， 方兴梅溪湖项目
已经连续 8 月无新成交地块，甚至
有消息称梅溪湖以及土地开发正
处于停滞状态。
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近
期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目前梅溪
湖一级开发项目最大挑战来自于

进行大规模融资。
6 月 9 日，方兴地产发布配股
公告， 计划以 16 亿新股配售价每
股 2.73 港元 （相当于经扩大已发
行股本的 14.99%）进行配股融资。
集资所得款项净额将约为 43.5 亿
港元，将用作集团一般营运资金及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 467.593 亿
港元增加 4%。 利息开支总额为
14.13 亿港元， 较上年同期 12.45
亿港元增长 14%。 其中，方兴地产
一年内到期的 86.767 亿港元，第
二年则为 83.08 亿港元，3~5 年内
的债务则为 222.24 亿港元，5 年以

转速度。
2012 年， 梅溪湖一级开发项
目开始销售， 方兴地产收金 50.86
亿元， 占公司 2012 年全年业绩
209.81 亿元的近三分之一。第二年
（2013 年）地产在梅溪湖项目再次

公司 2013 年 10 月份涉足的 1270
万平方米的一级开发项目梅溪湖
二期。 到目前为止，方兴地产已经
投入约 30 亿元， 但项目销售直到
2016 年才开始。 ”因此，“考虑到长
沙土地市场低迷，我们认为公司消

用于将确定的潜在投资项目和再
融资未偿还债务。
6 月 10 日复牌的方兴地产股
价只略升了 2.3%，成交 2550 万元。
显然，方兴地产是次融资并未
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同时还

上为 94.34 亿港元。
对于计息银行贷款和其他借
款的增加，方兴地产坦言，主要是
由于集团用于新项目开发的对外
贷款。
与此同时，方兴地产有现金和

取得了 64.04 亿元的佳绩。 但这种
情况在随后的两年却急转直下，
2014 年梅溪湖面向第三方的土地

化这一大体量项目所需的时间将
超出预期。 ”
为了支撑拿地王和在一级土

使得其中期财务数据的不足放大。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公
司计息银行贷款和其他借款（流动

现金等价物仅为 149.53 亿港元。
在兼顾高端发展思路的情况下，该
公司的偿还压力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