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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政策战“疫”行动 

➢ 住建部：自动核验交易主体和房屋信息 推行网签即时备案 

4 月 13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就营造稳定、透明、安全、可预期的良好市场环境提出多项指导意见。主要包

括： 

1、全面采集楼盘信息。建立健全楼盘数据，动态更新楼盘表信息，优化为房地产开发企

业等市场主体服务流程，精简相关审批材料等； 

2、提供自动核验服务。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自动核验交易主体的身份、婚姻状况、税收、

社会保障、市场主体登记、不动产登记、失信被执行人等信息，逐步实现当事人仅凭身份证件

即可完成交易主体核验；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逐步实现房屋网签备案系统自动核验新建商品

房是否取得预售许可或者现售备案，房屋是否存在查封、抵押、按政策未满足上市交易条件等

限制交易或者权利负担的情形； 

3、优化网签备案服务。推进“互联网+网签”，实现网签即时备案等。 

除上述内容外，《意见》还在提高数据使用效能、推进全国一张网建设等方面提出多项具

体指导意见。 

点评： 

⚫ 《意见》有三点值得重点关注，第一，全面采集楼盘信息，动态更新楼盘表信息，这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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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县住建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所辖区域内商品房和存量房市场的监管，同时动态更新楼

盘表信息有利于促进信息及时共享；第二，提供自动核验服务，包括对交易主体和房屋信

息的核验。从当前市场情况来看，交易双方信息的了解大部分还是建立在由对方提供的相

关资料或口头说辞上，信息不够透明甚至存在欺瞒、造假的成分存在。自动核验服务的设

立将保证交易主体信息的真实性，有助于保障交易合法正常进行，尤其是对房屋信息的自

动核验将有效约束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营销行为，维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第三，优化网签

备案服务，实现网签即时备案。以往房屋交易流程相对较多，从签合同到申请备案再到审

批完成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房屋存在重复交易的可能性。《意见》

提出要实现网签即时备案，这样楼盘表信息也会动态更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楼盘信息的

透明性，保障购房者权益； 

⚫ 整体来看，《意见》一方面通过简化流程和优化服务为房屋交易减少障碍，缩短交易时间，

是对房地产交易流程的优化；另一方面通过实时信息共享和自动核验服务规范交易主体的

行为，尤其侧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和市场行为的监管，以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稳定运行。 

 

➢ 青岛市：撤销限购放松政策 限售政策定向放松 

4 月 14 日，山东省青岛市住建局发布《2020 青岛百日万店消费季网络房展活动规则》

的通知，通知较此前青岛市网上房地产官网发布的活动方案有较大差别，主要表现在： 

1、在第 4 条中取消了原“对由于继承、拆迁等原因，居民家庭在一套住房中仅占部分共

有份额的，不按其拥有一套住房计算”的表述，强调继续执行限购、限售政策； 

2、在第 5 条中将“出售 1 套以上原有住房新购 1 套住房的，原有住房应取得《不动产权

证书》满 2 年并办理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后或委托中介机构代理销售并办理委托代理合同网签

备案后，即可对新购住房的买卖合同予以网签备案”的表述替换为“出售原有住房新购住房的，

新购后家庭拥有住房不应超过 2 套，且出售的原有住房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 2 年（2018

年 4 月 18 日之后新购的住房仍需执行满 5 年上市的政策）”； 

3、删除原活动方案中第 6 条、第 7 条，内容主要为本市人才购房不受户籍和社保个税限

制、符合落户条件大学生办理落户可按本市户籍人口购房、因外出求学户口迁出的在校学生可

享受本市户籍人口购房政策。 

点评： 

⚫ 从青岛市住建局更新的房展活动规则来看，此前在限购方面的放松动作基本被取消，在限

售方面的放松条件也更加严苛，需同时满足新购住房后家庭拥有住房不超过 2套、出售的

原有住房购买日期应在 2018年 4月 18日之前两个条件； 

⚫ 此前青岛市房展活动方案一经发布，由于在限购、限售方面均有较大程度放松，立刻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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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高度关注，此次青岛市对相应规则作出调整，充分体现了坚持“房住不炒”的立场。

但调整是基于本市实际情况还是延续限购、限售方面决不放松的政策惯性尚不可知，从客

观情况来看，青岛市目前限售 5年的政策已经明显严格于一些重要的二线城市，如杭州限

售 3 年、南京限售 3年、苏州新房限售 3年、济南限售 2年等，与之相对应的是 2018年、

2019年青岛市涉宅用地成交总量处于历史相对高位，这就意味着未来这两年青岛市住宅

供应将会明显增加，继续坚持执行过于严格的限购限售政策对于“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调控目标的实现、对于青岛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否有利存疑。 

 

➢ 珠海市：村民建房宅基地用地面积每户不超过 120 平方米 建筑面积不超过 400 平方米 

4 月 13 日，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规范我市村民建房风貌管理的通知》，对

村民建房提出具体规范要求，通知提出： 

1、新批准的宅基地用地面积每户不超出 120 平方米，建筑面积不超出 400 平方米，建

筑层数不超出三层半（半层面积不得超出第三层面积的一半），建筑首层层高不超出 3.9 米，

一般层层高不超出 3.3 米； 

2、村民可免费选用政府制定的农房建设标准图集、村庄规划建筑选型，体现乡土风貌、

乡村特色。原则上以自然村为单位统一建筑外观，外观选型数量原则上不超过三种，内部可根

据村民需求灵活分隔； 

3、建立村民建房自治管理长效机制，鼓励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制订本村村民建房

村规民约，引导村民依法有序建房。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及时发现、坚决制止违法违规建房行

为； 

4、涉农社区集体土地上的个人建房参照本通知执行。已纳入城市更新范围的乡村，按照

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执行。对符合规划要求、依法取得建房手续、按照农房建设标准图集或村庄

规划建筑选型外观建设的农村建房户给予适当补贴或奖励。 

点评： 

⚫ 珠海市对村民建房提出具体要求，在用地面积和建筑设计方面作出统一规范，一方面有助

于遏制农村建房乱圈乱占、超面积用地等乱象，有助于节约用地和提升用地效率；另一方

面，有助于提升乡村整体风貌和农村整体人居环境水平，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

内容。 

 

企业战“疫”行动 

➢ 建发国际：土地市场频繁拿地，高杠杆撬动规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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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至今，总部位于厦门的建发集团已斥资近 140 亿元在热点城市频频拿地。据悉，

2020 年其销售目标为 700 亿元，同比增幅达 37.8%，未来两年将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 

点评： 

⚫ 今年，龙头房企纷纷下调销售增速，告别高增长，以“稳”作为企业发展目标。但也有部

分企业为了扩张规模，选择逆势拿地。建发国际集团已经连续四年加速扩储，今年仍保持

较为积极的拿地态度，将花费 300 亿-400亿元用于购地。建发国际集团急于寻求规模扩

张主要是其母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逐步注入建发国际，未来建发国际将承接全部房地产

开发项目。但是要保证公司持续高速发展，以目前建发的土储来说并不充裕，只能够维持

两到三年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扩张，建发国际只能在土地市场上动作频频。 

⚫ 与土地市场高歌猛进不同的是，建发国际有息债务大幅攀升。截至 2019年底，该公司有

息债务为 460亿元，同比增加约 52%；此外，净负债、总借贷成本、流动负债、短期偿债

等指标承受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虽然背靠国企建发集团，能够在融资渠道和成本上占据

优势，但是近年来各项财务指标的不断下滑，也为今后能否实现盈利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 上置集团：成为最易流动性枯竭的房企之一 

近日，上置集团公布 2019 年业绩，亏损 22.8 亿元。其中股东应占亏损约 22.57 亿元，

每股基本亏损 0.11 元。4 月 13 日，上置集团股价跌至 2.9 分港元，市盈率-0.24，总市值不

到 6 亿。此外评级机构标普其财务指标不佳，已成为最易流动性枯竭的房企之一。 

点评： 

⚫ 2019年房地产行业虽然受到调控持续收紧的影响，但是总体还是趋于平稳的。大部分房

企依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像上置集团这样业绩断崖的房企，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上置

集团业绩断崖的原因更多是出在自身，其一，销售项目不断减少，销售速度衰退严重；其

二，严重依赖一二线市场，不积极拓展其他区域土储；其三，以做高端产品为主，产品线

单一；其四，土地储备不断衰减，难以支付与城市匹配的高昂地价；其五，高企债务以及

董事会主席被捕，负面新闻压身，难以实现融资。 

⚫ 类似于上置集团的企业不在少数，如何在房地产领域中“活下去”，是上置集团这些中小

企业亟需思考的问题。作为中小房企，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走出差异化路线；其次，

要加强高管层的风控管理，避免因高层出现问题，导致企业负面新闻不断；最后，要转变

规模扩张、纵向发展的经营思路，通过提升专业化经营服务，提高生存能力。 

➢ 福晟集团：员工跟投被套,集团“以房抵债” 

近日，连续八年位居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的福晟集团被爆出，其员工集体维权，登门追债。

维权的起因是员工跟投无法兑付，涉及的跟投金额在 15 亿元左右。据福晟员工提供的资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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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福晟给员工两个解决方案，其一是九七折抵扣房款；其二是现金偿还八折本金。最终员工

并没有与福晟提供的方案达成一致。 

点评： 

⚫ 项目跟投本是企业给予企业员工股权激励的举措，能够把骨干员工变成集团公司的股

东，让大家实现利益捆绑，更好的为公司服务。而对于员工来说，跟投是赚更多钱的

一种方式，跟投相当于为自己打工。但是跟投也是存在风险的，因为利益的捆绑，一

旦公司出现重大亏损，那么跟投者将会与公司风险共担。福晟集团维权困难，一方面

是福晟员工没有与集团签订任何跟投协议，仅凭收据难以维权成功；另一方面是福晟

员工对跟投性质并不了解，对借贷关系和投资关系的认定模糊。所以，在做任何投资

时，应擦亮眼睛，知悉各项条款的同时，也要对风险有承受能力。 

 

每日数据速递 

➢ 疫情数据（数据更新至 2020.4.14 15:09） 

 

（数据来源：百度疫情动态） 

 

➢ 重要经济或行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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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沪深房地产指数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表 1：沪深房地产企业股价涨幅榜前十名 

（数据截至 2020年 4月 14 日） 

排名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涨幅 

1 sz000656 金科股份 8.26 6.44% 

2 sz000608 阳光股份 5.35 6.36% 

3 sz000691 亚太实业 4.55 5.81% 

4 sh600094 大名城 8.05 5.78% 

5 sz000736 中交地产 7.88 4.65% 

6 sh600745 闻泰科技 96.63 4.43% 

7 sz001914 招商积余 26.33 4.15% 

8 sz000526 紫光学大 40.85 3.81% 

9 sz000671 阳 光 城 7.3 3.69% 

10 sh600048 保利地产 15.59 3.45% 

 

表 2：沪深房地产企业股价跌幅榜前十名 

（数据截至 2020年 4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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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代码 名称 最新价 跌幅 

1 sz000981 ST 银亿 1.43 -2.06% 

2 sz200168 *ST 舜喆 B 1.05 -1.87% 

3 sz000886 海南高速 4.77 -1.65% 

4 sh600665 天地源 3.49 -1.41% 

5 sh600696 ST 岩石 13.5 -1.32% 

6 sh600159 大龙地产 2.73 -1.09% 

7 sh600246 万通地产 7.5 -1.06% 

8 sz000620 新华联 3.01 -0.99% 

9 sh600807 ST 天业 3.91 -0.76% 

10 sh600748 上实发展 5.49 -0.18%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内容来源：中房研协测评研究中心  王铮嵘、吴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