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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这条高利率融资的路
子，现在也面临被叫停的危险。
倘若如此，这对房企资金链而言
将是个新考验。

信托融资

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入，银行
融资收紧，加上近期央行连续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房企融资已是难
上加难。为了缓解资金紧张的困
境，不少房企只能绕道“找钱”，信
托成为房企的融资新战场。

相关信托研究人士指出，在
房地产企业融资受限的情况下，
由于房地产开发对资金量的要
求非常高，房企肯定要寻找新的
融资替代项目。目前来看，二级
市场的融资也被封死，地下钱庄
也是一个处于灰色角落的方式，
而信托由于具备一定的合法性，
加上成本较地下钱庄低很多，在
效率方面也比银行贷款高，因此
备受房企的欢迎。

该名人士称，信托融资可为
开发商提供一套非常个性化的
融资方案，与银行贷款的单一性
相比，信托融资的形式、期限也
多种多样，因此房地产信托发展
较快。

今年以来，已有不少房企公
告，通过信托方式进行融资或引

入信托公司合作开发项目。据了
解，今年前三季度房地产信托项
目的数量已经达到 09 年的三倍
以上。

权威机构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月全国信托公司发行的房地
产信托产品就高达 1500 亿元，
其中 7-9 单月均超过 200 亿元，
10 月为 178 亿元，截至 11 月 19
日，11 月房地产信托融资已达
74 亿元。房地产市场对信托的需
求正日益旺盛。

众所周知的是，信托产品的
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要高，房企
通过信托融资的成本起码在
12% 以上甚至更高达 20%，几近
是银行借贷的两倍。金融学家杜
丽虹表示，在银行信贷收紧的情
况下，再高的利率对房企而言已
经不是重要考虑的因素了。

资金受困

但房企这条高利率融资的
路子，现在也面临被叫停的危
险。倘若地产信托真的暂停，这
对房企资金链而言将是个新考
验。

相关知情人士以深圳某物
业为例解释，长期以来该项目以
年息 13% 来发行房地产信托，让
购买者在购房得到一定的优惠，

如房价在打八折的基础上再优
惠十万元，以此来锁定买家。如
果信托一旦被叫停，加上现在限
购限贷的影响，基本上购买者就
会减少，这对开发商而言将产生
较大的影响。

一名信托研究人士向观点
地产新媒体表示，在融资受限资
金吃紧的情况下，房企最直接的
做法是停止或者暂缓开工，如果
资金问题依旧未能得到缓解，房
价就会开始出现松动，房企更可
能会通过转让部分储备来换取
现金流。

对此，杜丽虹认为，信托叫
停对房企的资金链会有一定的
影响，但预计影响不会太大，因
为信托在整个地产行业中提供
的资金量的比例还不是很大。

对此，上述研究人士并不否
认，其进一步解释称，尽管近期
信托融资发展较快，但相对于房
地产整个行业的投资而言，其所
占的资金量仍不足 5%。房地产
项目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定
金、预售款及开发商自有资金
等，其中，银行贷款作为资金最
原始的来源，所占比例最高，基
本上占有50% 以上。

该名研究人员续指，由于信
托资金参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相对早期，实际上对房企的影响

较小，可能只对项目的取得有一
定的影响。

另谋出路

面对着信托融资的随时叫
停，房企们眼下的首要任务，估
计是开始另谋融资出路了。

杜丽虹指出，近期兴起的地
产私募基金或是房企未来融资
的新方式。她透露，今年成立的
地产基金已经有 100 多只，但其
所提供的资金量依然有限。

但有研究员指出，私募基金
在短期内很难成气候，原因在于
整个法律体系不健全，还需承担
较大的风险。另外，由于私募基
金目前仍受到不少的限制，想达
到房地产信托基金的规模并非
易事。

在此情况下，民间募资对于
房企可能也不是个好选择。相关
知情人士表示，现在政府的姿态
非常明显，如果连信托的门也关
上，一些小型的地产公司或二三
线城市的公司就会转向寻求民
间的高息贷款，但这会存在较大
的风险。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部分开
发商可以选择抵押贷款等方式
曲线求存。“做实业的集团通过
抵押从银行贷款再临时借款给
集团内的房地产公司。一些实力

雄厚的开发商还是可以融到钱
的，只是不能从社会上融钱，要
从企业内部来融钱。可能一些小
开发商就要死掉了，只能通过降
价促销。”

上述人士称，银行采取对开
发商资金的限制，主要由于现在
房价过高，预期房地产行业风险
较大。等到房价有所下降，风险
降低，银行还是愿意继续贷款，

“不会把这个行业打死。”
据《观点地产网》

地产信托叫停之后：房企融资路径考

济南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国家一级资质房地产企业，创建于
2001 年 9 月，注册资金1 亿元，开发建
设阳光100 国际新城。

阳光 100 国际新城总占地 1500
亩，规划建筑面积178 万m2，规划有一
处托儿所、两处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
九年制中小学，将建成集住宅、购物、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国际社区。
现阳光 100 四期准现房发售中，

五期即将公开。阳光 100 四期商业项
目美乐汇现火爆招商中，世界 500 强
排名首位的沃尔玛、法国雅高酒店管
理集团、新世纪电影城已经入驻。社区
内的会所、小学、幼儿园完善配套，为
人们提供便利生活。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
成立于1993 年，由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
民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在“塑造
品牌、打造精品、规模运作、持续发展，创
造信得过房地产开发公司，建筑独具风
格的精品工程”的战略指导下，锐意进
取，曾先后荣获多项省和国家级荣誉称

号。未来，重汽地产将以提升房地产业的
综合竞争能力为核心，以拓展房地产业
的市场空间为重点，在中国多个城市实
现跨区域开发，将房地产业做大做强，发
展成为国内知名的专业的房地产综合服
务商。另外，重汽地产将一如将往地积极
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承担起一个“企业公
民”应有的社会责任。

天鸿地产成立于 1983 年， 27 年
潜心砥砺，目前拥有各类全资、控股
子公司及参股企业等百余家成员企
业，并在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国
家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设立了子公
司。天鸿地产以“城市责任运营商”
的自我定位，开发足迹遍布全国，及
澳洲和我国香港地区。至今已成功打

造北京万象新天、万象高尔夫花园、
杭州天鸿君邑、北京瑞辰国际中心、
上海北岸长风、湖州天际等近 50 个
标杆项目，开发规模逾 1000 万平方
米。天鸿地产进驻济南三年，以企业
的力量，在改善小清河片区区域环境
和推动城市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是祥
泰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创立于北
京，横跨基础设施、地产、能源、交
通等行业。公司股东长期从事国家基
础设施的建设与投资，具有强大资本
实力和资本运营能力。祥泰控股有限
公司的管理团队具有良好的教育背

景，具有十几年中央直属大型国企的
工作经验，管理过 10 亿元以上规模
的项目数十项。团队成员具有良好的
行业人脉网络，娴熟的运作能力正在
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旗下拥有祥泰实
业、淮海路桥等 20 余家控股参股公
司。

峥嵘业界数十载后，力高集团现已
成为中国房地产业颇具影响力的行业翘
楚。在香港、福建、山东、河北、江西、安
徽、江苏、天津等地烙下坚实的脚印。

2005 年，力高集团确立了“泛长三
角五年发展战略”，至2009 年初步实现
了以东部省会城市为主要经营区域，辐
射全国的市场格局；2009 年，集团确立

了“进军一线城市，拓展环渤海湾市场”
的发展战略，成功获取天津项目并重点
布局济南。2010 年 3 月，力高集团被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房地产协会等
权威机构评选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
业”，标志着力高集团实现“力高(中国)
地产”的品牌建设，实现区域性企业向全
国性房地产企业的转变。

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资本为纽带的多元化投资控股企
业，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主要从
事投资银行业务、投资理财顾问、金融
证券投资与服务、资本运营、新项目的
融投资、房地产开发、干细胞工程等各
类业务。银丰集团经过 10 年风雨的磨
砺，开拓出一条具有银丰特色的发展

之路。形成鲜明的银丰品格和文化。以
人为本的战略发展成为银丰集团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以诚信、勇气、
创新、和谐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造就了
银丰集团的动力源泉。银丰集团不仅
为银丰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帮
助员工实施个人理想及人生规划，更
为地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行业标杆 地产力量
2010 中国房地产（齐鲁）名企展示（二）

（排名不分先后）

生活方式引领者 信得过的地产企业

城市责任运营商 品牌先行稳扎稳打

强大资本运营能力 诚信勇气创新和谐

济南鲍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出资成立的专业
房地产开发公司。是集市场开发论
证、报批报建、工程管理、楼盘销
售、物业管理于一体的、跨地域的综
合性房地产开发企业。

公司是山东省和济南市多年“重
合同、守信用”、“承诺销售放心

房”推荐单位。 2010 年是公司跨越
式发展的一年，继65 万m2 的“钢城
新苑”一次性开发并交付后，目前开
发的位于解放东路中段的 27 万 m 2

“现代逸城”项目正火爆热销中。公
司以优秀的楼盘品质、诚实守信的待
客原则和快捷人性化的服务，赢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

品质优秀 诚实守信

济南三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
有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经验，对济
南房地产市场有着深刻的认识，原合
作开发的汇东星座、汇鑫·国际商务
大厦等项目，曾获得“历下区重点投
资项目、济南商业地产十强、济南卓

越商业地产项目、卓越地产品牌企
业”等荣誉称号。目前正在着力开发
的汇东·香墅里，位于浆水泉路，是
城中央日渐稀有的电梯洋房，专为城
市精英阶层打造的高端、私密、专属
社区，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热捧。

诚信 稳健 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