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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房地产，
“不中了，房子卖不动了”

在豫西南城市南阳的房
地产江湖里，总能快人一步
的古山（化名）是一个特别的
存在。

这种快人一步，就像当
同龄人还在高中苦读时，他
已经通过自己架设网游私服
攫取到人生第一桶金；还像
当地小产权房开发初现端倪
时，他适时进入并迅速做大；
还像在县城房地产依然红火
的2016年前后，他却选择退
出。

他说：“市场早已不是当
初的那个市场，只有退出，才
能落袋为安。”

古山进入房地产市场要
追溯到2007年——那个小
产权房开发刚刚在县城冒头
的年份。

“一开始手里只有20多
万，这还是那几年开发游戏
私服挣来的。可别小瞧这20
万，当时县城周边一套带院
子的二层小楼也就十来万。”
古山说。

不过古山的策略并不是
直接买独家院，而是将20万
元投入进去，与有宅基地的
人联合开发。

“比如一块宅基地能盖4
套独家院，开始之前双方就
谈好，对方出宅基地，我出钱
并负责其他事项，房子盖起
来之后，一人一半。这就是
咱们常说的‘联建’。”古山表
示。

虽然知道房地产赚钱，
但真正做起来，古山才知道
自己做私服挣的钱，在房地
产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做游
戏私服起早贪黑两年才攒了
20来万，但在 2008 年的时
候，只要运作得当，盖房子的
周期一般3个月，房子一盖
好，立刻就能变成40万甚至
更多。”古山说。

尝到甜头的古山一发不
可收拾。相同的模式在城市
的不同角落开始快速复制。
据古山介绍，在县城房地产
最火爆的年代，“我只要把地
基打好，房子不用盖就能卖
完，资金也就回笼过来了”。

“只能说我们遇上了好

时代，能够让我这个只是初
中毕业的人通过房地产过上
原来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的日
子。”古山感慨道。

这样的好日子一直持续
到2015年。

“到2015年前后，县城
小产权开发商之间的竞争已
经非常激烈，城市周边的小
产权房遍地都是。虽然我坚
持只盖独家院、快进快出，但
随着一些品牌房企开始接连
布局，直接冲击了小产权房
的市场，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是房子卖不动了。”古山说。

最终在2016年底，古山
选择阶段性退出小产权开
发。他合伙出资100多万做
了个火锅连锁店，但一年不
到就退出了，最终下来赔了
100多万。在做餐饮失败之
后，古山也曾短暂性地再次
进入自己熟悉的房地产开发
领域，但最终也“折了进去”。

“一方面政府的监管越
来越严格，小产权房的操作
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风
口已经过去，整个小产权房
的市场几乎饱和，再想像过
去一样快速周转几乎不可能
了。所以，离开或许就是最
好的选择。”古山说。

“资金成本太高，
实在受不了”

相较于古山的船小好调
头和知难而退，张明（化名）
的命运就没这么幸运。

作为豫西一个地级市的
小开发商，从2007年开始，
依靠着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
式，张明也曾赚得盆满钵满，
但时间走到2014年时，他却
发现，传统的模式有点玩不
转了。

“近几年，随着国内知名
房企的不断下沉，三四线房
地产市场的环境不断遭到冲
击，首先就是拿地的难度增
加。过去拿地的都是本地或
者周边的人，大家互相抬抬
轿子，帮衬一下，基本还有得
玩。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下沉的房企，不仅品牌
影响力大，政府的重视程度
也不一样，并且在资金上优
势更加明显，一些中小房地

产企业想去跟他们竞争，基
本上不可能。”张明说。

在张明看来，房地产行
业走到今天，中小房企的发
展空间注定会越来越小。

“原来那时候，我只要拿
到地，就能从银行贷来款，售
楼部一开门迎客，房子根本
就不愁卖，基本上开盘一俩
月，房子就能卖完，接下来就
是继续开发下一个盘。但现
在完全不一样了，银行不仅
不会贷款并且早就开始抽
贷，从社会上融资的成本太
高了。新闻里说一线房企的
融资成本达到15%，我们的
融资成本能达到20%甚至更
高，实在太高了，受不了。”张
明说。

据张明介绍，到现在他
手里还有一个大盘仍处于烂
尾状态。

“没资金了，实在是转不
动了。就让它扔那吧，至于
最终咋弄，你问我，我现在没
办法。大不了到最后公司破
产清算呗。”张明说。

“中小房企离场，
或许并不是坏事”

事实上，进入2019年以
来，中小房企破产的新闻就
不时见诸报端。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从人民法院公
告网查询得知，截至7月26
日，2019年已有275家房地
产企业宣告破产清算，仅7
月24日一天，就有3家。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宣
告破产清算的275家企业当
中，大部分属于分布在三四
线及以下城市的本地中小型
房企。

在河南，今年以来也有
20家房地产企业宣布破产清
算，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去年
的13家。从注册地来看，这
些破产清算的房企多来自市
县级城市。

截至目前，虽然郑州暂
无房企宣布破产清算，但一
些房地产老板的转型早已开
始。例如总部位于郑东新区
商务外环的某房企，目前已
经涉足养老产业。天眼查数
据显示，该养老机构成立于
2018年2月，总部位于北京，

注册资金5000万元。
与此同时，房企之间规

模分化持续加剧，规模化房
企的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根据克而瑞统计，今年
上半年，TOP3房企权益金额
集中度达10.5%，同比提升
0.7个百分点，龙头房企继续
保 持 稳 健 高 质 量 发 展 。
TOP4-TOP30 各梯队房企
权益金额集中度较去年也均
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市场份
额稳中有升，规模房企竞争
优势进一步深化。而随着多
数城市成交回落，销售难度
加大，TOP31-TOP50 强之
后的房企竞争优势开始放
缓，权益金额集中度为8%，
下降0.2个百分点。

在行业分化、规模化企
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情况
下，中小房企的承压能力受
到进一步考验。

7月26日，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教授、房地产研究所
所长李晓峰在接受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总量上看国内房地产
企业超过9万家，虽然今年
来有200多家房企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但从行业发展的
趋势来看，这并不是坏事，甚
至说是好事。随着调控的深
入，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房企
尤其是中小型房企面临被行
业淘汰的命运。这其实也是
房地产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表
现，有利于市场长远发展。”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
来，过往30多年，中国房地
产市场享受到人口迁移、城
市化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三股
时代红利，从而获得了飞速
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存
在企业和从业者良莠不齐，
粗放式经营所带来的房屋开
发质量不高以及楼盘烂尾等
一系列问题。

“一些本就不具备综合
开发运营能力的房企出局，
更符合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
走向精细化、规模化运营的
趋势，也能让房地产行业通
过洗牌实现优胜劣汰，不再
重复以往相对杂乱、无序的
状况，真正推动中国房地产
市场进入到品质主导的价值
成长时代。”李晓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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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加码
房企融资进一步收窄

在政策收紧的背景下，靠
杠杆和债务驱动的房地产行
业正式进入下半场。

2018年至今，房地产调
控政策越来越频繁地落地，调
控范围从国内发债向海外融
资、信托等渠道扩散。

今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
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
坛上公开表示，必须正视一些
地方房地产金融化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住户部
门杠杆率急速攀升，相当大比
例居民家庭负债率达到难以
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全
社会的新增储蓄资源一半左
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一些房
地产企业融资过度挤占了信
贷资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进
一步降低，助长了房地产投资
投机行为。6月后，境内债、
ABS、信托、美元债都受到不
同程度的政策收紧。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办
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房地产企
业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
关要求的通知》（发改办外资
〔2019〕778 号）。通知中强
调，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要加
强信息披露，在募集说明书等
文件中需明确资金用途等情
况；要求在外债备案登记申请
材料中列明拟置换境外债务
的详细信息等。

这就意味着房地产企业
的新增项目，房地产企业发行
人，除置换银行中长期贷款
外，境外的中长期公开市场债
务的新增规模将受限。房企
无法通过境外发债获得对新
项目的融资，同时募集资金也
不能调回境内用于开发或借
新还旧。

在融资渠道收窄的背景
下，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也
在不断增加。

据克而瑞统计，从融资成
本来看，今年上半年，95家房
企境内发债的平均成本为
4.97%，境外发债的成本则为
8.34%。事实上，2018 年以
来，房企境外债的发债成本便
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2018
年 10月，境外发债成本突破
8%，之后均维持在7.5%以上。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根
据公开信息统计，目前国内一
线房企的部分公司债的票面
利率已经达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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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文 朱哲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