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CHINA BUSINESS JOURNAL

2018.8.6

编辑 / 石英婧 卢志坤 美编 / 范凡 校对 / 汪岚 luzhikun@cbnet.com.cn

611982653@qq.com

品牌房企逐鹿 装配式建筑不限购
唐山楼市洗牌

地产
营收遭遇滑坡

粤海置地背靠股东获取项目
“
造血”
本报记者 许永红 童海华 广州报道

珠光路项目近期才完成收购，加之原有项
目销售进入尾声，粤海置地近年的业绩表

日前，粤海置地控股有限公司（00124.
HK，以下简称“粤海置地”）发布业绩预
告，因土地增值税回拨，2018 年上半年净

现堪忧。 其中，2017 年营收仅为 1.87 亿港
元，同比下跌 83%。 另外，布心项目规模较

本报实习记者 冯颖礻韦 记者 童海华 唐山报道

曾几何时，在距离北京 100 公里以外的唐
山，因为京唐高铁的影响，受到环京投资客的

利润将迎来增长。 不过，收入和利息收入

青睐， 推动唐山出现了 2016 年下半年和 2017
年上半年的房地产牛市。
今年以来，受限购政策以及整个环京市场
逐渐降温的影响，投资客相继撤离唐山，唐山
房地产市场也趋于稳定。

表示， 珠光路项目和布心项目首期暂未

2013 年转型房地产业务以来，粤海置

况制定相应的资金安排计划， 确保足够
财务资源保障公司业务和布心项目的发

《中国 经 营 报》记 者 近 日 走 访 调 查 中 了
解到， 目前唐山市区内的新房 价 格 保 持 在
1 万元 / 平方米以上，价格趋于稳定。 而面

营收上演“
过山车”

润置地（01109.HK）这些深耕多年的老牌房企，
也有新城控股（601155.SH）、禹洲地产（01628.
在唐山市万科公园大道项目售楼处选房的购房者。 置业顾问表示，目前项目有两栋楼是纯装配式住宅，不在限
购范围之内。

本报实习记者冯颖礻韦/ 摄影

装配式建筑不限购？
从地理位置来看， 唐山地处华北与东
北通道的咽喉，靠近京、津两个直辖市，工
业基础雄厚，是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

开始签约了，如果不靠谱的话，也过不了
房管局审核，这个事是确定的，不用草签，
直接就可以签约。

对于装配式建筑的成本， 上述负责人
表示，依照目前项目装配式建筑成本核算，
装配式建筑单方成本比其他楼栋单方成本

在高铁站，记者看到了多家房企的宣
传广告， 其中不乏万科等知名房企的身
影。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高铁站旁边的万
科公园大道项目。
记者在项目了解到， 目前在售的一个
144 平方米大三室备案价是 1.3 万多元 / 平
方米，目前总价可以打 8.9 折，再加上其他
的优惠算下来均价在每平方米 1.1 万多元。
一位万科公园大道的置业顾问表示，

对于装配式建筑在唐山不限购， 上述
销售人员表示， 新城澜樾府也有装配式建
筑不限购。
在距离万科公园大道项目不远处的新
城澜樾府项目，一位售楼处销售人员表示，
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价格， 预计会在每平方
米 1.3 万 ~1.4 万元左右。
对于装配式建筑不限购的消息， 新城
澜樾府方面销售人员则表示， 项目还未开

每平方米要高出约 300~600 元， 随着市场
的变化和装配式建筑技术逐渐应用， 成本
可能会有所变化。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唐山市政府官网
了解到，2017 年 12 月， 唐山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 《唐山市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在通知中第十条写到，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目前项目有两栋楼是纯装配式住宅， 不在
限购之内。

盘，还不清楚。
万科唐山分公司的一位相关负责人接

购买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的商品住
房，可不受唐山市区域性商品住房限购措

面对存在疑惑的记者， 该项目销售
人员表示，这是政府有过批文的，但其并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万科公园大道项目为
响应政府绿色节能政策号召， 按照唐山市

施的限制。
记者拨打唐山市住建委房地产处证

未向记者展示相关文件。
该销售人员表示，他们现在的楼已经

政府对装配式建筑的面积比例和装配率要
求（不低于 20%），设置了部分装配式建筑。

实万科公园大道不限购事实，数天拨打该
处室电话均无法接通。

曾经的投资乐土
记者在唐山当地多个楼盘走访时注意

展需要。

7 月 25 日， 粤海置地发布业绩预告，

外，2017 年的净利润虽然同比增长 177.9%

在 2018 年上半年， 归属于公司持有者溢
利约 6000 万港元，2017 年同期为亏损约

至 4929 万港元， 但主要是因为出售了若
干往年持有用作员工宿舍的物业以及汇

24.9 万港元。 不过，粤海置地净利润迎来

兑收益。 其中，汇兑收益为 289 万港元，而

较大增长的原因，是当地税务部门办理清
缴税项后，回拨了往年出售若干物业多计
提的土地增值税。

出售物业的收入约 1.54 亿港元。
在上述业绩预告中， 粤海置地亦透
露，2018 年上半年的收入和利息收入较

对于净利润的情况， 粤海置地表示，
预计 2018 年 8 月份公布中期业绩公告，

2016 年同期有所减少，原因分别为如英居
项目住宅单位销售减少（大部分住宅单位

根据上市规则的要求，这期间不能对外披
露相关业绩信息。

已于 2017 年底前出售） 以及发展深圳布
心项目导致可用资金减少。

事实上， 粤海置地近年的盈利情况并
不稳定，并非来源于日常经营。 2015 年，粤

需要注意的是， 因依赖个别项目的销
售，粤海置地近年营收上演
“
过山车”态势。

海置地净利润高达 1.75 亿港元， 较上年同
期增长约 113.7%。 不过，粤海置地 2015 年

粤海置地 2014 年的营收仅为 342 万港元。
2015 年收购如英居这一住宅项目 80%权益

三项非营运收益项目合共获得约 3.19 亿 港
元的收益，如收购胜旺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

后， 粤海置地 2015 年和 2016 年的营收分
别达到 8.58 亿港元、10.92 亿港元。

司 100%股本权益产生了收益约 2.34 亿港
元，以及汇兑收益约 4800 万港元和长期应

不过，随着可售项目的销售推进以及
楼市调控收紧， 粤海置地在 2017 年的营

收款利息收入约 3700 万港元。 而如果剔除
以上三项非营运收益项目带来的影响，粤海
置地 2015 年将会亏损约 1.44 亿港元。
在 2016 年， 粤海置地的净利润同样
表现平平， 净利润仅为 1773 万港元。 此

收仅为 1.87 亿港元， 同比减少约 82.9%。
对于如英居项目销售较少的原因，粤海置
地坦言，一来受限于当地政府对物业售价
的有关政策，二来公司不想调低项目余下
的住宅单位的售价。

布心项目尚未入市
预计将于 2018 年第四季度达到预售条件，取得预售许可后将会进行预售。

到 2015 年才有所反弹。

市场还算正常。

到，除了个别楼盘，目前新房的价格稳定在
每平方米 1.2 万 ~1.4 万元左右。

沉寂已久的楼市， 也让投资客对唐山
产生了兴趣。据当地人士介绍，2016 年下半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的数据显示， 2016
年的 9 月开始， 唐山市新房的销售面积达

一位熟悉当地市场的房产中介表示，

年华北其他区域的投资客涌进了唐山。
当时在唐山购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2016 年下半年，当时北京、天津的人坐着大
巴车去唐山买房。面对每平方米 6000~7000
元的价格，他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许多人不假思索就交了钱。
随着 2017 年初北京以及环京周边区
域限购，2017 年 5 月，唐山限购令出台。 一
位在唐山工作多年的房产中介表示， 自从
限购令发布后，市场一下子冷清了，现在的

到 45.43 万平方米，这个数据是 8 月份的大

记者了解到，在 2016 年唐山楼市开始

市场关注度也逐渐提升， 同时唐山土地市

河北唐山市南湖中央商务区核心区地块遭流

变化之后，除了投资客，更多的全国性品牌
房企也陆续进入唐山市场。

场也开启了有节奏推地的“
2017 土拍年”。
在 2017 年限购之前，3 月 22 日， 唐山

拍，地块于 2018 年 5 月 9 日 9 时重新拍卖。
此外， 该地块原先起始楼面地价为

相比于燕郊、廊坊、固安等环京地区多
由本地房企控制，在唐山，品牌开发商占了
绝大部分， 万科更是进驻唐山 8 年开发了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拍出六宗地。 其中
首宗地块（凤凰新城友谊西辅路西侧、荣华
道南侧、龙华道北侧 A-01 地块）竞拍最为

2926 元 / 平方米，楼面地价增价幅度 10 元
/ 平方米。 而流拍后，重新拍卖时地块楼面
起始价将降至 2400 元 / 平方米。

13 个楼盘。
根据公开信息整理，目前，恒大、万科、
华润、富力、新华联、金隅、禹洲、中梁、仁恒
等多家知名房企均进驻唐山。 在售的楼盘
中，很少见本地房企的身影。
一位本地开发商告诉记者， 目前唐山
的楼面价一直在涨， 很多本地的小开发商
已经负担不起土地成本了。 而大房企则通
过收购或者参股这些小房企的方式来进驻
唐山， 一小部分房企也通过招拍挂来获取
土地。
自 2016 年 10 月起， 多家知名房企相
继在唐山竞拍拿地， 房企对于唐山市土地

激烈。
据当时媒体报道，此地块竞拍前期，荣
盛发展和另一大房企率先竞相加价， 中途
华润置地、 合景泰富等相继加入， 经过近
140 轮的举牌较量，华润置地以当年最高溢
价率 74%拿下地块。
伴随着品牌房企大规模入驻唐山，拿
地价格也从 2000 元 / 平方米涨到每平方
米 4000~5000 元。 外界也将这视为唐山楼
市由本土开发商主导向全国性品牌开发商
主导的转折点。
而随着市场的转冷， 土地价格也有所下
降。 今年 4 月 18 日，原定于当日公开出让的

5 月 9 日，地块出让结果显示，该地块
的最终竞得者为富力华润联合体， 成交楼
面价 2420 元 / 平方米，溢价 0.83%。
上述唐山本地的开发商告诉记者，在
唐山， 即便是在公开市场拿地也都是房企
和相关部门协商好，再去拿。 但最近相关部
门把土地价格抬得很高， 有些企业原本计
划拿的地也暂时搁浅了。
记者在路南区靠近南湖板块的一个售
楼处注意到，该项目已经开发完成，在沙盘
上项目周边却还有一大片水晶体。 该项目
的置业顾问表示， 水晶体部分还处在规划
之中，还不是他们的土地。

2016 年“世园会”的顺利举办，让唐山
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以 4A
级景区南湖公园、南湖 CBD 等优势，吸引

记者从公开信息获悉， 唐山市在近年
发展上，拟将主城区向东南方向拓展 50 平
方公里， 形成以南湖为核心的城市中心和

位于南湖板块的仁恒公园四季项目，
一位安保人员告诉记者， 项目前两天开盘
时当天就卖完了，过几天还会开。 记者注意

了万科、华润、金地等多家知名房企进驻。
而在南湖 CBD 的一侧则是城南经济
开发区， 是路北区凤凰新城之后的唐山又
一产业新城。
在唐山市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记
者注意到， 今年重点工作之一的“优化
‘双城’空间布局，提升城 市 现 代 化 国 际
化水平” 的一项中写道，“一是以打造优

以曹妃甸生态城为次中心的双核城市发展
新格局。
同时在 2017 年， 路南区明确了今后 5
年以建设
“
唐山市商业商务中心、信息物流中
心、文化创意中心、公共服务中心”为目标。
记者在唐山市走访时注意到， 对于唐
山市市区内目前的楼市， 多数置业顾问表
示，目前路北区的凤凰新城配套较为成熟，

到，该项目 7 月 27 日开盘，短时间内部分
房源就都已经被选完。
一位唐山本地的房企开发商接受 《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对唐山楼市总结道：
“项目不少，刚需不强。 ”他认为，市区的规
划和拆迁的面积都很大， 从长期的供应来
看，未来的项目还会很多。 虽然唐山人口众
多，但还是主要集中在各县，最主要的是唐

质板块拓展内涵增长新空间。 高水平建
设城南经济开发区，高品质建设京唐智慧
港，完善京唐城际机场站区域生活配套，
高站位建设站西片区， 高标准建设南湖
CBD， 高起点建设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
区域。 ”

如果从长远角度看以南湖板块为核心的南
部区域更具潜力。
同时，部分置业顾问也提到，在路南区和
丰南区交接处属于是塌陷区， 所以将其改造
成南湖公园，但现在盖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记者了解到，唐山本地人对此并不认同。

山流动人口不是很多。
上述开发商建议到， 房企贸然进入唐
山市场， 未必成功， 趁着热潮进入唐山市
场，未来的消化周期可能会很长。
记者就相关问题给唐山市住建局发去
采访函，但截止到发稿时并未收到回复。

目前唐山主要分为火车站板块、 凤凰新城
板块、南湖板块等几个板块。 凤凰新城板块
开发得比较早，现在比较成熟。 火车站板块
和南湖板块开发比较晚，但是最具潜力。
唐山本地的一位市场人士分析，在
2007 年左右， 唐山市区的房价便达到了每
平方米 7000~8000 元， 洋房有的已经超过
了每平方米 10000 元。 之后楼市开始震荡，
房价从 2012、2013 年左右开始下滑， 一直

入市销售， 前者预计 2018 年内推出市
场。 此外，粤海置地方面称，将会根据情

因依赖个别项目的销售，粤海置地近年营收上演
“
过山车”态势。

记者注意到，目前唐山的房地产市场中品
牌房企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其中既有万科、华

HK）等这些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

大，也消耗了粤海置地的大量资金。
粤海置地方面对《中国经营报》记者

将有所下滑，原因分别为如英居项目销售
减少以及发展深圳布心项目导致可用资
金减少。
地至今已从股东方面获取三个即可入市
销售的住宅项目。 不过，由于体量较大的

对 限 购 的 唐 山 房 地 产 市 场 ， 万 科（000002.
SZ）却打出了不限购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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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 倍。 而在此之后，唐山市的新房销售面
积除了 2017 年的 1、2 月份， 均处在高位，
并在 2017 年 4 月达到了 67.04 万平方米。
此后成交面积则一直处在低位， 今年 5 月
份新房销售面积为 40.48 万平方米。
2018 年 6 月，唐山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为
33.83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16.43%，同比增长
87.05%。 2018 年 1~6 月，唐山商品住宅销售
面积为 161.0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14%。

品牌房企逐鹿

发展向南倾斜

当下，布心项目是粤海置地唯一大型
商业综合体项目，也是唯一投入大量资金
的主要在建项目。

公寓及办公物业预计将于 2018 年第四
季度达到预售条件， 取得预售许可后将
会进行预售。 值得关注的是， 因稀缺利

布心项目占地面积 6.7 万平方米，计
入容积率总楼面面积约为 43.2 万平方米。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布心项目累计发展
成本及费用合共已达 32.3 亿港元。
记者注意到，粤海置地经营现金流净
额已连续两年为负值， 且金额不断扩大。

好， 布心项目首期项目的商务公寓或将
受到市场追捧。
7 月 31 日， 深圳出台楼市调控新政，
明确提到新供应用地上建设的商务公寓
一律只租不售，而个人、企事业单位或社
会组织等法人单位新购买的商务公寓，自

2016~2017 年， 该数值分别为 -2.8 亿港
元、-10.8 亿港元。 截至 2017 年底，粤海置

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日起 5 年内禁
止转让。

地的现金及银行结存合计 7.20 亿港元，同
比减少约 75.8%。

“深圳商务公寓市场近年炒作现象明
显，客户大部分是投资客。 此次调控新政

2016 年和 2017 年， 粤海置地均未借
入任何银行或其他贷款。 粤海置地方面表
示，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公司业务以
及项目发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资金安排计

出台主要是规范市场。 ”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
宇嘉指出，相对其他一线城市而言，深圳
商务公寓新政力度较轻，而且未来新供应

划， 确保足够财务资源保障公司业务和布

商务公寓只租不售，将使得目前存量商务

心项目的发展需要。此外，粤海置地方面透
露，布心项目首期物业暂未入市销售。
作为粤海置地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未

公寓变得较为稀缺。
此外，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
倩茹告诉记者，深圳商务公寓限售政策对

来将打造成为涵括商务公寓、购物中心和
写字楼等业态的商业综合体。
按照此前计划， 布心项目首期商务

市场影响不大，“房产锁定 5 年虽然降低
了流动性，但实际上很多客户持有房产的
周期都比较长，甚至会超过 5 年。 ”

项目推进迟缓
这个即可入市销售的项目，是粤海置地随后几年的主要收入来源。
粤海置地前身为珠三角地区的龙头

宝华轩项目仅包括 40 个住宅单位及

金威啤酒，2013 年开始转型房地产业务。
除了原旧厂区布心项目之外，其余项目均
是来自股东。
2015 年 4 月，粤海置地以 5.1 亿港元
的低价收购彼时直接控股股东粤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粤海”）一
家全资下属项目公司的股权和债权，从而
拥有广州番禺如英居项目 80%的股权。 这
个即可入市销售的项目，是粤海置地随后
几年的主要收入来源。
截至 2015 年 2 月底， 该项目公司就
收购该土地及发展该等物业的总成本金

20 个停车位，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已出售
31 个住宅单位。 珠光路项目规模较大，总
楼面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其中约 7 万平
方米作住宅用途，2.3 万平方米作商业用
途以及 1.8 万平方米的停车位。
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宝华轩项目位
处旧城区，周边被民宅环绕，项目体量较
小，也仅有 6 层高，不少业主已经入住。 另
外，项目现场墙上虽然依旧张贴着项目宣
传信息，但已无销售中心，也无销售人员。
此外，大体量的珠光路项目虽然工程
接近完工， 但同样也未搭建销售中心，现

额约为 5.93 亿元(约 7.47 亿港元)，要高于
5.1 亿港元的收购价格。 而且，项目公司资
产估值为 15.38 亿元（约 19.38 亿港元）。
2017 年 1 月， 粤海置地的直接控股
股东发生变化， 但最终控股公司依然为

场不见销售人员。 而且，记者环饶项目一
圈，并未看见该项目的名称。 记者近日查
询广州官方房地产信息平台“阳光家缘”
获悉， 珠光路项目名为粤海珠光雅舍，目
前并未取得预售证。

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粤海控股”）。

“珠光路项目暂未正式对外开放销售
接待。 ”粤海置地方面称，该项目预计将于

在如英居项目销售进入尾声之际，粤

2018 年内入市销售。

海置地近期以 25.28 亿港元收购粤海控股
旗下公司，从而拥有广州的珠光路项目及

据相关报道，对于备受关注的新收购
计划，粤海置地董事会主席黄小峰在 2018

宝华轩项目。 收购价格与目标公司在两大
项目的投入总成本要低 1 亿港元， 此外，
目标公司主要资产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的
估值高达 45.6 亿元 (约 56.4 亿港元)。

年 6 月的股东大会上曾表示，目前暂无其
他收购安排或考虑，现阶段主要加快珠光
路项目以及宝华轩项目的销售，以实现资
金回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