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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房企已发债5单
合计境外融资8亿美元

疫情之下，河南本土房企
也受到影响。以建业地产为
例，根据其公告数据，2月份，
建业地产实现物业合同销售
额 17.47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53.6%；合同建筑销售面积
326592 平方米，同比减少
46.5%，每平方米销售价格为
5351元，同比下降13.2%。

在此背景下，河南的本土
头部房企也加入了发债大军
中。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尚无河
南房企发行境内债券。而境
外发债方面，包括建业地产、
正商实业和中瑞实业河南本
土头部地产企业先后5次境外
发债，合计融资规模8.03亿美
元，约合人民币56亿元。其
中建业地产和中瑞实业都已
实现两次境外发债，分别实现
境外发债融资5.03亿美元和1
亿美元。

就融资用途而言，正商实
业此次发债主要用于“现有债
务再融资及一般企业用途”，
而建业地产的两单融资则分
别用于现有债务再融资和支
持旗下筑友智造的发展。筑
友智造是目前市场上少数拥
有房产项目开发装配式工程
高端技术供应商之一。

建业地产是河南较早利
用境外债券实现企业融资的
河南头部地产企业。从2010
年10月份建业地产打开境外
债券融资开始，建业地产每年
都会发行一定规模的境外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建业地产的境外债券
发行规模越来越大，其发行的
利率也逐步降低。2010年首
次发债，当时的票面利率为
12.25%，而到了2017年，建业
地产的境外债券利率基本上
就控制在7%左右，资金使用
成本大幅下降。

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河
南企业都有资格实现境内、境
外发债融资。一位河南房地
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河
南省只有本土头部房企拥有
发债资格，能通过境内或境外
发债的形式补充流动资金，而
对于大多数中小房企，面对疫
情的影响，只能“硬扛”。

疫情速冻房地产销售
两月超短融同比增15倍

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
情“速冻”了国内房地产业市
场行情。根据克尔瑞发布的2
月 份 中 国 房 地 产 销 售
TOP100 排行榜，受疫情影
响，国内百强房企单月全口径
销售金额为3265亿元，同比
下降37.7%。

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则显示，1~2月
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11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6.3%。其中，住宅投资7318
亿元，下降16.0%；1~2月份，
商品房销售面积8475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39.9%；商品房销
售额8203亿元，下降35.9%。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疫
情对河南地产行业影响明
显，尤其在疫情防控压力较
大的1~2月份，不少地方售楼
处关闭，线下销售完全停滞，
不少楼盘建设也因无法施工

而被迫推迟。
在其看来，房企所有的现

金流都依赖销售来实现流动，
如银行的开发贷款需要销售
资金来偿还，项目开发的建材
和管理成本需要销售资金来
兜底，1~2月份房产销售被疫
情“速冻”会影响到一些房企
全年的布局。

郑州当地一家房企的营
销总监金鹏（化名）告诉记者，
由于疫情防控，房企建设开工
也遇到新难题，除了运输不
畅，也很难买到建材，很多建
材都被要求保障重点项目的
施工。如果房产项目无法建
设到一定的投资比例，就无法
拿到预售证。

金鹏表示，即便是房产项
目拿到了预售证，由于疫情防
控及观望情绪，短期内也不一
定会有足够的客户到售楼处
去，一些客户出于安全考虑买
房需求会相应后延，还有一些
客户希望看到疫情之下房价
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
间，包括恒大、碧桂园在内的
全国头部地产企业都积极开
拓房产销售新通道，而且恒大
还实现2月份全口径销售金额
465.4亿元，位居行业第一。

金鹏告诉记者，线上买房
对于中小型房企“聊胜于无”，
大地产公司，一个月可能会在
线上成交几十套，对小地产企
业，1个月能完成10套房子的
销售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对房
产企业的资金需求“杯水车
薪”。

东方金诚高级分析师冯
琳则表示，目前的“网上购房”
及“无理由退房”对冲效果预
计有限；地产企业一季度至上

半年面临流动性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发债就成

为不少大地产企业保证流动
性和度过眼前困局的重要选
项。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总
监李建桥表示，今年前2个月，
国内房企短期融资券融资规
模 229.5 亿元，同比大增 15
倍，大量短期融资主要用途为
偿还债务利息。

境内、境外发债双增长
多数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境外短债成为备受境内
房企青睐的短债品种之一，相
比中长期债券，短债发行效率
较快且发行限制相对较少。
根据 2015 年 9 月份发布的
2044号文，将一年期以上的
中长期外债纳入备案监管，但
一年内的境外短债不在监管
范围内。

今年1月下旬，还仅有1
家房企发行了一单短债，而到
了2月底，年内境外短债发行
累计数量就达到8单，仅一个
月左右的时间，发行总额就占
到了2019年全年的47%。进
入3月份，又有4单超短融完
成发行，募集短期资金8.18亿
美元。

实际上，1月份也是境内
房企集中发行境外债券的时
间。万得统计显示，1月份有
44家企业发行境外债，其中仅
1月 14日就有8单境外债完
成发行，其余如1月13日和1
月21日也都达到6单。

万得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月17日，境内房地产企业已
发布76单境外发债计划，计
划募资规模为272.52亿美元，
仅两家企业未完成发行，已发
行规模达到 270.42 亿美元。
计划发行规模和已发行规模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71%
和1.97%。

就企业而言，恒大集团、
正荣地产、佳兆业、佳源国际
均为多次发债。就发债利率
方面，超过六成债券票面利率
都在10%以下，28只债券票
面利率都高于10%，占76只
债券总数的36.84%，其中明
发集团的票面利率达到15%。

除了境外发债，境内发债
也成为房企的重要融资渠
道。根据万得数据统计，截至
3月17日，房企境内发债达到
141单，可确认发债总额达到
1165.61亿元，与境外融资类
似，超短融受热捧，今年以来
已发行41单，可确认的合计
发债规模达到 329.44 亿元。
2~3月份是超短融的发行爆
发期，3月份已过17天，当月
发债数量就达17单，平均每
天1单。

从发债用途看，贝壳研究
院月报显示，在 2020年 1~2
月的159单债券融资中，仅1
家房企发债用途为“补充运营

资金”，其余158单融资用途
均涉及全部或部分用于存量
债务偿还。2020年作为房企
偿债高峰年份，叠加疫情影
响，债务再融资压力预期将贯
穿全年。

疫情影响或延长
房企或6月后回归常态

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发
布信息，2月份，70个大中城
市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稳中
有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
统计师孔鹏表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房地产市场
造成明显冲击，各地区各部门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决策部署，及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保障房地产市场持
续平稳健康发展。

国家发改委曾在2019年
7月12日发文规定中国开发
商境外发债仅可用于其境外
的再融资，能用于置换未来一
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
务。但在疫情发生后，国家发
改委在2月4日也宣布，因疫
情未能在现有额度有效期内
完成外债发行的企业，有效期
可延长6个月。这大大提高了
开发商境外发债的灵活性，以
有效规避资本市场形势增大
的不确定性。

1月份，恒大、万达、融创、
佳兆业等27家境内头部房产
开发商就纷纷发行了境外债
券，当月总发行额激增至165
亿美元，这一规模超过了
2019年 1月份111亿美元的
历史月度峰值。与2018年和
2019年发行的债券相比，今
年1月份新发行的高收益债券
期限更长，新发行债券的加权
平均期限从2019年第四季度
的3年和第三季度的3.2年延
长至3.7年。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房地产
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峰认为，
不管房企采用何种形式发债融
资，都只能解决短期的现金流
问题，根本改善则需要通过加
快房产销售来实现，而房企要
恢复房产销售至往年的水平，
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金鹏也认为，尽管疫情
压力骤减，但疫情带来的影响
并不会马上消失，看房客的数
量不会马上恢复，预计今年6
月份左右会恢复到往年的水
平。

李晓峰表示，对于不能发
债的中小企业，度过疫情则需
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管
理好现金流；其二是要迅速调
整和减少公司的管理费用和
固定支出；其三是尽量在法律
上保护自己，争取延期支付和
取得合同对方的理解，尽可能
地减少损失。

对冲疫情借新还旧，今年以来房企加速发债解渴

河南房企境外发债8亿美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文 白周峰 摄影

由于往年债券到期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叠加影响，境内房企现金流紧张程度
超出以往，发债融资已经成为目前房企最喜欢干的事情。

万得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7日，境内房企已完成境外74单发债计划，累计
募集资金达到270.42亿美元；完成境内发债141单，实现可确认的合计募集资金
1165.61亿元。境外、境内发债融资规模都高于去年同期。

中泰证券地产首席分析师倪一琛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
债务融资在房企的融资中占比较小，境内债和境外债加一起，在房地产企业到位资
金中占比不到8%，单一依靠发债难以解决房企现金流问题，现在大多数房企在做
的是一方面抓回款，另一方面减少拿地，开源节流，减小现金流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