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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地产

数量激增、频频流拍 深圳法拍房冰火两重天
本报记者 蒋翰林 赵毅 深圳报道

东拍卖、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等 7

套数，深圳都稳居全省前三，48.96

价以及信贷金融等各类调控政策叠

然很吃香。8月，
蛇口海上世界双玺

了严厉监管。IPG 中国首席经济

家法拍房主流机构的数据，结果

亿元的成交总金额甚至超过了排在

加之下，
狂热的深圳法拍房市场也

花园二期一套法拍房拍出 8137 万

学家柏文喜认为，
法拍房市场的监

法拍房正逐渐成为热点城市

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省住宅法

第二、第三位的广州（27.73 亿元）、

出现了分化的迹象。一方面，
曾经

元，
比起拍价5837万元多出了2300

管还需要加大力度，
例如可以将严

中买房者的一个重要战场。日
前，
《2021 上半年广东省住宅法拍

拍房挂拍总数为 11273 套，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 420 套。

佛山（14.87亿元）的成交额之和。
不过，
随着深圳调控政策不断

的
“顶流”
学区房低于参考价成交甚
至屡遭流拍；
另一方面，
法拍房数量

万元，
共吸引1.5万人次围观。
从深圳的调控政策来看，
深圳

审资金来源等手段运用到法拍房，
降低法拍房破坏“房住不炒”定位

房研究报告》综合了阿里拍卖、京

其中，
不论是挂牌数还是成交

加码，在大学区政策、二手房参考

继续攀升，
部分高端住宅法拍房仍

新房、二手房，乃至小产权房受到

的可能。

“小众市场”吸引中介入局

优质学区房遭流拍
记者梳理发现，
实际上房源一旦流拍进入二拍，
价格通常会几
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地下调。
4 月 24 日，深圳 28 年楼龄的

若是上千万元的法拍房降价幅

莱英花园一房源，经过 366 次叫
价最后以 1505 万元成交价，溢价

度会更大，比如 8 月一套观澜汉
士达华庭三期的法拍房，一拍是

率近 200%；5 月 14 日，顶级学区
房国城花园一套房以 2206 万元

5733 万 元 ，到 二 拍 起 拍 价 是
4586 万元，降了 1147 万元。

记者发现，
一些房产中介开始在朋友圈推介法拍房资源，
并提供尽调、
辅助报名、
指导参拍、
协助贷款、
代办过户等一系列服务。
流拍率上升的同时，法拍房的

东省住宅法拍房挂拍总数为 11273

州，
为 27871 元/平方米，
第三名为东

众市场。在深圳，法拍房每月 200

挂拍量也在激增。今年以来，资金

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20 套，增幅

莞，
为20663元/平方米。成交总金额

套左右的成交量，与即便在冰冻期

流入房地产市场受到严厉监管，同

约 3.87%。最终成交为 5031 套，同

排名前三的则是深圳（48.96亿元）、
广

每月成交 2000 套出头的二手房市

时，受疫情冲击，不少企业经营不
乐观，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增

比增加了 817 套，增幅约 19%。成
交总面积约 70.97 万平方米，成交

州（27.73亿元）和佛山（14.87亿元）。
为何法拍房数量增长趋势明

场相比，
也体量极小。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随着法

加，
使得法拍房的供应量增加。

均价为 1.78 万元/平方米，各个指

显？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拍房市场的活跃和二手房市场的

标均同比增长。

何雁英律师告诉记者：
“ 第一是市

降温，记者发现，一些房产中介开

根据司法拍卖服务商来拍法
成交，与同户型房源相比，跌达
600 多万元；6 月 22 日，豪宅恒裕
滨 城 二 期 房 源 ，最 终 成 交 价
6317.5 万元，折合单价 27.6 万元/
平方米，
高于该小区指导价两倍。
在深圳，几乎每个月都有一

经纬找房监控数据显示，7
月（按成交周期 7 月 1 日~7 月 31
日）深圳共举行 179 场次法拍，其
中流拍 81 场，流拍率超过 45%。
据统计，今年 1~5 月，法拍房流拍

服的统计，法拍房的来源中 30%是

报告指出，这意味着上半年广

场经济活跃，导致纠纷增加，而很

始在朋友圈推介法拍房资源，并提

因为房主出现民间借贷纠纷，如企

东省的住宅司法拍卖市场的流动

多败诉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那么

供尽调、辅助报名、指导参拍、协助

业经营、创业投资、民间资金拆借
等；30%涉及赌博；还有 40%是因为

程度上升，越来越多的购房者认可
接受法拍房，法拍房成为二手市场

就可能存在拍卖其自有房屋偿债
的现象；第二，由于疫情的原因，导

贷款、代办过户等一系列服务。
糯家地产在龙华区的一名中介

债务担保，比如帮助较好的亲戚朋

的重要房源补充来源。

致很多企业或企业主遭受重大损

告诉记者：
“未来，法拍房是一个趋

失，很多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能

势，
我们公司成立了法拍部门，
法拍

通过拍卖房产还债。
”

房的佣金和传统二手房一样，在 1~

维持在 20 套以内，8 月份，流拍套
友进行银行贷款时的担保。

个抢占头条的法拍房。最近，深
圳法拍房再次受到市场关注，最
大焦点莫过于几套优质学区房
的意外流拍。
8 月 初 ，一 套 带 百 花 小 学 、

数就从 6 月的 27 套上升到 66 套。
“市场好的时候法拍溢价
高、成交就多，市场不好的时候
容易流拍。这种情况在最近的

从成交总金额和均价上看，
最高

《2021 上半年广东省住宅法拍

的是深圳。上半年深圳住宅法拍房成

房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广

交均价为54990元/平方米，
其次是广

明显的是，法拍房依然属于小

3 个点。
”

纳入限购 封堵漏洞

学区房拍卖上尤其明显。”一名

在深圳，
法拍房同样被纳入当地限购政策，
如果没有深圳购房名额无法竞拍。
深实验初中双学位的长城花园房

房产中介告诉《中国经营报》记

源因无人报价而流拍。该房源建

者，近几月带学区的法拍房频频

法拍房市场过热，也引起了监

筑面积约 104.7 平方米，起拍价

流拍，主要是因为深圳大学区制

管层的关注。今年以来，全国多个

1084 万元，
折合单价 10.4 万元/平

带来的冲击。按照大学区制度

城市陆续出台政策，将法拍房列入

方米，
接近该片区 10 万元/平方米

的设计，同一套学区房可能分到

限购范围。

的二手指导价，而参照该小区 14

名校，也可能分到普通学校，在

万元~15 万元/平方米的市场价，
相当于打了七折。一拍流拍之

地出让价格等8个方面提出要求，
其

来越多。为了打消记者的风险顾

何雁英举例称，
曾有一位法拍房

中就包括将法拍房纳入限购范围。

虑，中介称，法拍房的交易全程是

买家受让了一套国有企业名下的住

对此，柏文喜认为，将法拍房

由法院执行把控，法院在拍卖时已

宅，
当时拍卖的价格大概是100多万

纳入限购范围，实际上是从购房者

经了解清楚了房屋的基本情况并

元，
比市场便宜了50万元左右，
但在

今年1月25日，
法拍房被纳入了

的准入资格方面为限购规则打补

将情况公示到网上，信息详尽。而

交易过户的过程中发现，
要缴纳四五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房产与学位

1月21日发布的上海调控新政中，
明

丁，防止法拍房成为规避限购的突

且在办理过户过程中，不需要卖家

十万元的交易税费，
以及六七十万元

的“捆绑”。

确购买法拍房也需要有上海购房资

破口。他指出，新房、二手房市场

配合，法院出具裁定书、成交确认

的土地出让金，
导致最后的总价，
比

后，
该房于 8 月 19 日降价 200 多万
元后再次拍卖，最后以 1035 万元

上述中介表示，各个法拍房
源的情况各不相同，拍卖受各方

格。杭州紧随其后在 3 月 3 日发布

严查资金来源等更严格的监管手

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即可单方办

市场价还高了五六十万元。

的新政中，规定参与本市限购范围

段可以运用到法拍房，避免法拍房

理。最后，中介承诺称，如果房屋

成交，折合单价每平方米 9.89 万

面信息影响，偶然性随机性也很

内住房司法拍卖的竞买人，须符合

市场的炒作。

不能过户他们会全款回购。

元，
已低于该楼盘的官方指导价。

高。他举例称，
深圳的高端住宅法

本市住房限购政策。此后，合肥也

拍房就有不少拍出高价。6 月底，

在4月份将法拍房纳入限购范围。

记者梳理发现，实际上房源

“像这种情况还不少，最主要
的原因是很多购买人不清楚公司

在深圳，法拍房同样被纳入当

不过，
“捡漏”法拍房并非零风

出售房产的税费的计算方式，以及

地限购政策，如果没有深圳购房名

险。何雁英向记者表示，
从法律角度

国有企业名下房屋缴纳土地出让

一旦流拍进入二拍，价格通常会
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地下

在历经 18 次出价后，深圳市南山
区的恒裕滨城花园二期一套涉贪

而东莞也于 8 月 2 日明确将法

额无法竞拍。记者梳理了阿里拍卖

上而言，法拍房交易的确不存在风

金的数额，因此导致误判。”此外，

拍房纳入限购范围。东莞市住建局

上的数据，9 月份拍卖的住宅房源

险。但是，
很多竞拍者没有相关的专

何雁英补充道，即使竞拍者购买法

调。阿里法拍网显示，7 月依山

官员的法拍房，最终以 6317.5 万

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

有 249 套，
数量较前两月继续增长。

业知识进行判断，
导致法拍房交易的

拍房并办理了不动产权证，因为原

郡花园一套法拍房，一拍起拍价

元成交，高出起拍价 700 万元，折

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

上述糯家地产的中介告诉记

税费比自己预估的高，
或者出现其他

业主赖着不走，导致入住不能的风

954 万元，二拍降到了 763 万元；

合单价27.62万元/平方米。

（东建〔2021〕11 号）》，
从稳控住宅用

者，近几个月咨询法拍房的客户越

高额的费用，
比如土地出让金。

险也很常见。

弘阳地产的
“年中答卷”
：销售 491.5 亿同比增长 55.7%一二线城市土储超 7 成
近日，弘阳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弘阳地产”
，
01996.HK，
）

负债率 53.9%，
现金短债比为 1.7 倍，

三道红线
“稳绿”

继续保持三项指标为绿。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做透大

随着防控常态化、
“三线四

眼
“成绩单”
。中报显示，
报告期内，

江苏、深耕都市圈、做强中心城”的

弘阳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129.6 亿元，
同比增长 34.7%；毛利润同比增长

精准战略布局以及“双轮驱动”优
势，弘阳地产合约销售额达 491.5

档”、供地两集中及一系列融资限
制措施考验着每一个房企，财务健
康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12.1%至 27.3 亿元；
净利润 9.9 亿元，

亿元，同比增长 55.7%，全国排名也

同比增长10.6%。

上升至第 45 位。

公布 2021 年中期业绩报告，获得亮

“这两年弘阳还是保持对市场
的敬畏心，财务资金战略保持一如

业绩向好的同时，弘阳地产的

“我们对下半年充满信心。”弘

既往的定力。两三年之前讲的优

经营安全性进一步提高。截至 2021

阳地产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曾焕

年6月末，
弘阳地产现金余额充足约
为 175.8 亿元。以业内普遍关注的

沙表示，
“集团今年可售货值约
1550 亿元，其中 76%位于一二线城

化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
成本，强化资金管理都在逐步实

“三条红线”
为衡量标准，
弘阳地产剔

市，为今年实现全年的销售目标提

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69.4%，
净

供了良好的基础。
”

现。”弘阳地产首席财务官申广平
如是说道。
今年上半年，弘阳地产继续保
持稳健发展态势，各项财务指标持
续改善优化。

“做透大江苏”显成效

从“三条红线”指标来看，截至
中报显示，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

都市圈、做强中心城”的布局战略，
2021 年 6 月末，弘阳地产剔除预收

弘阳地产实现合约销售额 491.5 亿
元，
同比增长 55.7%。
事 实 上 ，从 2018 年 至 2021 年
上半年的近 3 年时间内，弘阳地产

深耕长三角、大湾区、成渝、山东半
岛、长江中游等全国优质都市圈。

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69.4%，净负债

上半年，弘阳地产共获取 21 块新增

率 53.9%，
现金短债比为 1.7 倍，
“三
条红线”继续稳居“绿档”。在资金

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有所改善。

地产成功发行 3.5 亿 4 年期境外美

申广平指出，第一，弘阳当前

安全方面，弘阳地产期内现金余额

此外，弘阳地产在资本市场也
颇受认可。自公司上市以来，弘阳

元债，票面利率低至 7.3%，融资成
本创其历史新低；5 月，弘阳地产

现金流比较充裕，流动性非常充
足；第二，这两年弘阳的信用指标

充足，
达到 175.8 亿元。

地产共计获得 16 家境内外机构给

首次发行绿色债券，成为率先获得

不断优化，希望能够更好地偏重于

予
“推荐买入”评级。

香港金管局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

银行端和资本市场融资，降低结构

助计划补贴的房地产企业。此外，

化融资；第三，境内外金融机构和

地产的融资也进入“良性循环”，不
仅融资渠道通畅，发债利率也进一
步降低。
具体而言，2021 年 1 月，弘阳

弘阳地产至今已获得共 9000 万美
元的境外商业银行贷款。
未来，弘阳地产将如何继续确
保资金安全？

境外投资人对公司的认可度不断
强化；第四，公司内部对现金流管
控比较精细化，基本对现金流铺排
覆盖未来一年的每一天。

土地，
78%分布在一二线城市。

合约销售额持续增长，在克而瑞发

具体来看，
“做透大江苏”
始终是

布的 2021 上半年房企销售排行榜
中，
弘阳地产已升至第 45 位。

弘阳地产全国化的底气与筹码。报
告期内，
弘阳地产在大江苏地区新增

稳健的财务状况使得各大评

从销售构成来看，弘阳地产大

货值占比达57%。
同时，
弘阳地产也在

级机构对弘阳地产展望稳定向
好。今年以来，惠誉、穆迪等国际

本营所在的江苏以及长三角区域

江苏省销售进入双Top10，
其中销售
评级机构维持弘阳地产“稳定”展

的销售继续保持领先，长三角合约

金额Top9，
销售面积Top4，
获评2021

销售占比约 72%；此外，弘阳地产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江苏省 Top2。

望，联合国际评级提升弘阳地产评
级由 BB-到 BB，展望稳定，反映出
深耕大湾区、成渝等核心都市圈也
初显成效，
销售占比已达约 17%。

笔者注意到，正因如此，弘阳

中报显示，在多渠道补仓后，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弘阳地产土地

地产、商业“双轮驱动”

报告期内，弘阳地产一线及新

储备总面积为 2101 万平方米，其中

一线城市贡献的销售比例更是达

67%位于一二线核心城市。上半年

“弘阳坚持‘双轮驱动’，是先

保持规模的同时，弘阳商业还

内高度评价，获评“2021 商业地产

杠杆、提权益、稳收益，核心还是长

到 50%。此外，在弘阳地产的 36 个
主力销售城市中，18 个城市的市占

获取地块平均楼面价 11038 元/平
方米，预计平均售价 22899 元/平方

率较 2020 年有所提升，9 个城市市

米，布局板块较为优质，房地价差

做商业再做住宅，从这点来讲弘阳
是有商业基因的。某种意义上，住
宅 2~3 年可以看到收益，但是商业

专注精细化运营。目前，弘阳商业
以年轻中产、成熟中产、亲子家庭
为主要目标客群，成功打造了弘阳

标杆项目”。
作为以“双轮驱动”为特色的
房企，弘阳地产在地产和商业协同

期主义问题。”袁春认为，未来。最
重要的是要持续做好产品和服务，
这是企业可以持续发展的源泉和

占率增加超 50%。

也保障了未来利润空间。

要 做 10 年 ，做 商 业 首 先 要 懂 商

茂、弘阳广场、弘阳生活+三条主

赋能的优势，也在调控不断收紧的

基础。行业规模虽然可以在一段

力产品线，打造弘阳商业独特的核

大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

时间内稳定，但集中度却在增加，

这样的销售表现也带动弘阳地

针对政策频出的土地市场，弘

业。
”
在业绩会上，
袁春如是表示。

产营收和各项利润指标的增长。中

阳地产集团执行董事、总裁袁春表

据悉，今年上半年，弘阳地产

报显示，
报告期内，
弘阳地产实现营

示，一方面，弘阳地产将聚焦城市、

收 129.6 亿元，
同比增长 34.7%；
毛利
润同比增长 12.1%至 27.3 亿元；
净利
润 9.9 亿元，
同比增长 10.6%；
毛利率
约 21.1%，
净利率达 7.6%。
精准的战略布局，毫无疑问是

心优势。

在袁春看来，通过商业和住宅

所以一定要把产品、服务以及客户

深耕城市土拍规则，
积极参与，
也会

坚持“双轮”协同赋能的发展策略，
持续推动商业精品有序落地，目前

以公司打造的明星项目“南京
弘阳茂”为例，弘阳商业积极发挥

的联动可以提高住宅收益水平。
但做商业也不是遍地开花，不能为

保持克制和审慎的态度；
另一方面，

在建的安庆弘阳广场、常州名力

商业地产探索者角色，将其打造成

了做住宅而获取商业，而是要做可

通过商业和住宅联动，包括收并购

1936，预计 2022 年 9 月开业。弘阳

行 业 内 率 先 将“ 双 Mall + 游 乐 演

持续经营。
“只要我们坚持战略，未

阳地产会在产品标准、建造标准、

丰富土储结构，保持未来盈利的稳

特色的商住联动多元化取地模式

艺”模式跑通的商业项目，打造出

来弘阳商业一定能脱颖而出，成为

服务体系上持续升级，持续做强深

定。
“ 集中土拍政策的出台是为了

了全业态全链路转化闭环的模
式。这一极具行业竞争力的打法，

弘阳核心竞争力。
”
“下半年面临大行业回归，对

耕城市的产品，提高品牌影响力、
客户黏性，由此提高客户认同度，

在创下销售佳绩的同时，也获得业

于弘阳地产来说，大方向一定是控

让经营提效。

弘阳地产业绩上扬的关键。据悉，

让市场更加合理，对弘阳这样的聚

也得到进一步夯实，今年 8 月，公
司新获取山东潍坊市中心优质商

弘阳地产坚持“做透大江苏、深耕

焦深耕战略的公司是有利的。
”

住地块。

放在至上的位置，这样的企业才能
生存下去。
袁春进一步表示，下半年，弘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