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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回 A，万达恒大争当先锋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夏妍

企之所以屡屡回 A 失败，主要的一
个原因是内地和香港市场之间的估
值落差。

3 月 16 日晚间，中国恒大发布
公告称， 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严跃进认为，2016 年下半年资
本市场管控比较严厉，A 股上市的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公司
下属企业所持有的万科企业股份有

进程有所放缓。 “但今年对于此类
政策似乎有放松的可能， 或许审批

限公司 1553210974 股 A 股(约占万
科总股本 14.07%）的表决权不可撤

节奏在加快， 对于排队等候或者递
交材料的房企来说是一个利好，回

销地委托给深铁行使，期限一年。
业内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
指出，恒大此举背后，或许是为重组
深深房谋求更多的支持。
而重组深深房， 正是恒大回归
A 股市场的重要一步棋。
近年来，随着当下 IPO 审核加
速，内资房地产股（以下简称“内房
股”）在港股市场屡遭“低估”，美国
宣布进入加息通道更是让内房股的
融资优势被削减。
调头回 A 股，成为国内房企的
新趋势。 然而，由于政策变化，房企
融资渠道收紧，房企回 A 之路增添
了更多变数。

就算房企
回归了 A 股市
场， 他们也将
面临融资渠道
缩紧的压力。
比起回归 A 股
市场， 房企谋
求转型， 才是
最正确的发展
模式。

恒大、万达、富力、首创等这些
致力于回归 A 股的房企“老兵”们，
谁能够率先“着陆”？依旧是个悬念。

坚持不懈回 A
内地房企回归 A 股的路，漫长
且曲折。
截至 2017 年，已有万达、恒大、
富力和首创等多家内地房企拟回归
A 股。
公开资料显示，2005 年在香港

归 A 股希望加大。 对于此类房企来
说，获取一个更有价值的融资平台，
或许是回 A 股的最主要考虑”。
同策咨询总监张宏伟告诉则
《国际金融报》记者，目前的房地产
行业政策调控严格， 房企的非自有
资金已经禁止拿地， 房企的杠杆被
降低了。 “这样一来，房企再融资已
经没有那么容易； 房企国内发债的

资料图片

单笔规模大幅下降， 总规模趋势也
出现大幅下降， 发债的利率也在小
幅回升；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房企直
接 IPO 的案例，在我看来，未来即

投资者，融资规模约 150 亿元。

美好。 中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

此外， 频繁买入金科股权而逼
近大股东的融创， 也被一些投资者

证券化市场有较大发展空间。 龙头
房企们选择 A 股重新上市，是必然

回 A 难度系数高

认为带有回归 A 股的考量。
房企积极回归 A 股，背后有多
重因素， 最主要的莫过于公司被低
估值。
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的万达商

选择。 ”
智云咨询房产研究员李达对
《国际 金 融 报 》 记 者 指 出 ， 在 港 上
市的内资股在估值方面确实与 A
股有较大差距。 “对比港股，一般

回归 A 股看似很美好，但也很
难。 从现有的案例来看， 成功回归

谁先回来

的房企寥寥无几。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

日前， 在上交所首次发行股票
正常审核状态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

业， 就是在挂牌仅仅一年零三个月
后便宣布私有化，从港股退市。

A 股可能会有 50%-60%的溢价。
内地投资者对国内大型房企的认

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笼统来
说， 房企回 A 股主要有两种模式，

中， 大连万达商业地产的审核状态
变成“已反馈”，序号位于第 89 位。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对万达
商业私有化的说法是， 万达商业估
值太低，对不起股东和投资人，一定

可度普遍较高， 估值出现溢价也
合理”。
“当然，房企回归 A 股，更多是

一种是借壳，另外一种是 IPO。
“如果细分来看，广义上的借壳

与万达商业一起处于“已反馈”
状态的包括富力地产(序号 102)、同

其实是指两种， 即狭义的借壳和买
壳的概念， 尤其是买壳的做法比较
多，这取决于对一些壳资源的甄别
和购买策略。 ”严跃进分析称。

策房产咨询 (序号 129)、 金辉集团
(序号 143)，而南都物业、碧桂园物
业、首创置业的审核状态仍为“已受
理”， 在已反馈的 4 家房地产企业

事实上，自从 2010 年 4 月（调
控楼市的“国十条”发布）以来，就没

中，万达商业序号最靠前。
业内观点认为， 这标志着万达

有房企通过 IPO 方式登陆内地资本
市场的案例，房企的增发、再融资等

商业回归 A 股又进了一步。

要私有化。

为了融资。 ”李达指出，港股的监管

使借壳上市也将难上加难”。

上市的富力地产对于回归 A 股可
谓“锲而不舍”，从 2007 年起开始回

Ａ 股的吸引力

体系较为严格， 融资渠道也相对严
格。 但是在 A 股，再融资的方式很

A 之路，先后四次回 A 未果，最近
一次是在 2013 年 4 月。

有业内观点指出， 房地产行业
内， 港股更加看重资金的效率和安

多。 “定增、并购基金、产业基金等
都可实现融资， 增加房企的现金
流”。

万达商业也曾分别于 2007 年、

全性，资金成本高、杠杆率高、收益
率低的企业往往容易受到冷遇。 A
股房地产企业很少因此而受到低
估。

有媒体报道称， 万达曾预计企
业回 A 后的市盈率将达 20 余倍，

动作也一度被暂停。 富力、首创等企
业的回 A 之路数次受阻，恒大也希

需要两三年时间，如果是借壳，最快
可能只需要一年。”有券商分析师对

根据万达商业在香港股市退市前
12 个月的收益率计算，转赴内地上

望通过重组深深房，“借壳”上市。
而在此期间， 根据业内媒体统

《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
对于目前“回 A”的房企来说，

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
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顾建
发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对比
国外市场，国内市场的房产股票热
度会更高一些，这样对恒大、万达

市后，万达股票市值将达到 5000 亿
元。

计，金科地产、蓝光发展、华夏幸福、
绿地控股等企业均通过借壳的方式

顾建发更加看好恒大，“恒大是通过
借壳上市，而且有绿地等先例在前，

2016 年底，引入 300 亿战略投
资的恒大集团，回 A 估值高达 2280

实现上市； 金隅股份回归 A 股，则
是通过换股吸收合并河北太行水泥

借壳上市，概率会更大一些”。
“就算房企回归了 A 股市场，

亿。 加上首创置业以及富力地产在
H 股的市值，媒体公开数据估算出，
以上 4 家房企回归 A 股涉及的总
体估值至少在 7700 亿元以上。

股份有限公司得以实现。 而龙光地
产借壳回 A 的尝试，则在去年 8 月
宣告失败。
李达表示， 在港上市的内地房

他们也将面临融资渠道缩紧的压
力。 ”李达告诉记者，比起回归 A 股
市场，房企谋求转型，才是最正确的
发展模式。

2010 年两次筹划 A 股 IPO，但均以
失败告终。
最早于港股上市， 同时也是最
早启动回 A 计划的首创置业，已在
回归之路上经历了长达 13 年的长
跑，四次铩羽而归。
恒大回归 A 股的想法也是由
来已久， 试图曲线通过借壳回归 A
股，与深深房的重组最近有突破的
样子。 日前，为了加速回归 A 股的
进程， 恒大正积极寻找第二轮战略

这些龙头企业来说，有正面的提振
作用。 “客观来说， 对于房地产企
业，A 股市场目前确实比国外市场

“万达商业 IPO 渠道回归可能

*ST河化连亏两年，高管却涨工资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邹煦晨

负债总计 8.74 亿元， 负债率高达
111.34%。 *ST 河化已 “资不抵债”。
*ST 河化表示：“流动负债高于
资产总额 8696.59 万元， 这些情况

除了资不抵债和营业利润为负外，
现金流连续三年下降。
*ST 河化 2016 年期末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余额， 只为 2014 年的

深交所认为，*ST 河化年报在
存货数额、折旧减值、停工损失、员
工数量、偿债能力、坏账计提、借款
情况、关联交易等八个方面有疑惑，
例如 *ST 河化期末库存商品几乎
为零，员工人数减少 44.37%，负债
是否具有偿还能力。
*ST 河化是连续 20 年评为“广
西名牌产品”的上市公司，然而在
*ST 河化 2016 年年报显示，*ST 河
化已经资不抵债，辉煌不再。

表明， 存在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
学院副院长张奇峰对《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示：“一般情况下， 资不抵债
会损害债权人权益。 从法律角度来
看，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债权人，所
有者权益比较小。 ”

3.68%，现金下降幅度为 96.32%。
*ST 河化对现金流下降的解释
为：“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借款所
致”。 *ST 河化偿还了到期借款后，
仍有 8.74 亿元的负债， 同时 2017
年 *ST 河化成为被告，或许会对现
金流产生不利的影响。

连续多年经营状况不佳、法律
诉讼、 现金流下降……*ST 河化究
竟怎么了？

销售毛利率是反映经营能力的
一个指标。
*ST 河化销售毛利率近四期销
售毛利率均为负值。
*ST 河化董秘办对 《国际金融
报》 记者表示：“化肥产能过剩的矛
盾依然突出，化肥产业结构调整步
伐仍将继续， 化肥企业间的竞争将
趋于白热化。 还有很多企业比我们
亏损得更利害。 ”
Wind 资讯显示，*ST 河化属于

3 月 16 日，深交所对 *ST 河化
发布年报问询函。

３ 月 １７ 日，*ST 河化董秘办人
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我们
会按时对深交所的提问进行回答，
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告。 ”

资不抵债
*ST 河化除了需要回答深交所
八个问题，恐怕还需要面对自身所
处的困境。
记者发现，*ST 河化负债率近
年来不断上升，2014 年， 它的负债
率 为 84.96% ，2015 年 则 升 至
92.32%。 而 *ST 河化 2016 年年报
显示， 公司资产总计为 7.85 亿元，

银行账户被冻结
毛利率低于同行

氮肥行业。 *ST 河化销售毛利率四
年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氮肥行业
2016 年前三季度销售毛利率平均
值为 6.63%，*ST 河化销售毛利率
为-18.58%。
张奇峰表示，“毛利率为负可能
发生成本倒挂。 如果是比较成熟的

*ST河化同行业比较

企业，可能是进入了衰退期，生产能
力过剩，固定成本摊销较大。 ”

扣非后连续 9 年亏损
扣非后净利润是反映持续经营
能力的指标之一。 记者发现，*ST 河
化从 ２００８ 年起，除了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盈利为正外，其余年份
皆为亏损。 而上述三年，*ST 河化均
通过非经常性盈利扭亏。如果扣非，
它则已连续 9 年净利润为负。
比 如 ，２０１４ 年 ，*ST 河 化 非 经
常性损益有 3.69 亿元。 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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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 *ST 河化年报中主要为：“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729 亿元”。 去除这一影响后，*ST
河化扣非后净利润为-3.51 亿元。
张奇峰表示，“连续扣非后净利
润为负，可能是主营业务不太突出。
净利润为正时， 可能是通过卖资产

*ST 河化可谓 “祸不单行”，不
但要面对经营困境，银行也在“落井
下石”——
—冻结了其银行账户。
Wind 资讯显示，3 月 8 日，广
西桂物燃料有限责任公司起诉
*ST 河化的官司已有结果：*ST 河
化需要向桂物燃料支付 538 万元。
致使 *ST 河化存放在工商银行河
池分行金龙湾支行账户内的存款
538 万 元 被 冻 结 ， 冻 结 期 限 为 1
年。
*ST 河化董秘办人士表示，“因

为流动资金紧张， 所以才欠桂物燃
料货款。 ”
在银行账户被冻结后，*ST 河
化现金流可能会更紧张。

业绩降高管工资涨
有意思的是，虽然 *ST 河化连
年经营不善，但其高管的工资，却在
上涨。
*ST 河化董秘办认为流动资金
紧张时， 总经理覃宝明薪酬水平已
连续三年上升， 部分高管也增加了
工资。
Wind 资讯显示，*ST 河化部分
高管薪酬水平有不同幅度的上升，
其中副总经理方卫中同比上涨
28.4%。
*ST 河化董秘办人士对 《国际
金融报》 记者表示：“工资绩效考核
是看多方面的因素， 市场因素对我
们业绩影响很大。 工资上涨也是因
为我们努力过。 ”
不过，从年报数据来看，*ST 河
化 2016 年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32.47%，业绩在恶化。

或政策性补助所致。 ”

现金流“恐怖”下降
*ST 河化 2016 年报显示，公司

*ST河化高管薪酬一览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