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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惊现三高风险：高存货、高担保、高融资
国际金融报记者 ｜ 郑馨悦

大于经营和投资净支出， 其应收账
款同比大增 41%，商誉增长 1679%
（投资师汇优创教育投资 （北京）有

近日，克尔瑞 2017 上半年度房
企销售业绩榜发布。阳光城以 395.8

限公司增加 6000 万元）……最显眼
的一个数据是， 其经营性现金流连

亿的销售金额排名第 23 位，较去年
同期增长 127%。 年报显示，阳光城

续四年为负数。

会否刷爆信用卡

去年全年销售额 487.2 亿元， 近三
年复合增长率达 45%。

同淘宝买家

根据阳光城历年的年报和新出
的业绩预增公告，其业绩除 2016 年
略有下滑，基本处于上升态势。
然而，《国际金融报》 记者却发
现阳光城业绩大爆发之下， 深埋着

担着 870 多亿的保， 融着 690
多亿的资，囤着 700 多亿的货。

一样， 现在的房

在未来， 阳光城会刷爆它的信
用卡吗？
一位不愿具名的注册会计师告

地产企业， 似乎
也落入了 “买买

一个个地雷……

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阳光城这样
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赌性”，也是房

买”的漩涡，成为

周边风险 264 条

地产公司的无奈之举， 房地产公司

“囤货族”一员。
在天眼查网站上， 记者惊讶地
发现， 阳光城的周边风险达 264 条
之多（子公司参股公司涉及的经济

问题是，它

资料图片

们不能 剁 手 ，也

纠纷合同纠纷等），不少子公司部分
股权处于出质状态， 被列入企业经
营异常名录， 尤其福建省新湖集团

必须不断拿地， 这在近几年都是趋
势， 而且一波房价上涨说不定就翻
倍回本。
“但是，哪一天扩张到头，或者

后，5 月相继宣布以 17.9 亿元的价

2016 年，阳光城融资合计高达

说哪天会爆掉， 得看房地产整个行

买买买，囤囤囤

格收购广州广信江湾新城项目、以
约 29.63 亿元人民币收购位于武汉

693.76 亿 （银行贷款 295 亿， 债券
154 亿，非银行类贷款 245 亿）。

公司和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是最高人民法院所公示的失信公

在房地产行业的“白银时代”实
现快速崛起的阳光城，并购成瘾（合

司。
然而， 就算如此，2017 年阳光

作并购是阳光城战略布局的核心手
段）。

城还是替自己的 51 家子公司做了
一个实实在在的 600 亿担保计划。

阳光城集团 2016 年报显示，公
司通过公开招拍挂获取 12 个项目，

市江汉区香港路的中华城项目 A
地块。 6 月 1 日，公司则宣布收购成
都半山艾马仕项目。 6 月 14 日，在
北京土地出让政策愈发收紧的情况
下， 阳光城通过收购一次性获取了

据了解， 一直以来阳光城通过
银行类开发贷、 发行债券、 信托贷
款、 基金合作等多种融资渠道进行
资金筹集。
在担保计划中， 阳光城表示其

业走向了。 ”该注会师如是表示。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对
《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现今尤其
是排名在前 20-40 的房地产企业，

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子公司

巨额担保，“并购”成瘾

成交价格 156.27 亿元， 计容建面
141.9 万平方米；此外，在地皮老本

逾百万方的项目资源， 并且收购北
京慧诚房地产 100%股权。 7 月，子
公司以人民币 55,414 万元竞得浙
江省编号 17-49 地块 （以下简称：
“项目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2017 年度的融资需求，增强其资金

没法收手。

连续升高的背景下，公司通过收购
共计取得 13 个项目 （55 宗地块），
所获土储的金额和面积分别为

除去 2017 年 600 亿的担保计
划，观察阳光城长长的公告名单，可
以发现其常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子公司进行担保
(8 月 2 日， 阳光城又一次发布公
告， 为子公司佛山信财置业和武汉
盛景房地产提供担保。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武汉盛景房地产净资
产-3.43 万元，营业收入为 0，净利
润-3.43 万元； 佛山信财置业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4023.9 万元)。
截至 2017 年 4 月 15 日， 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875.76 亿元。
虽然到目前， 阳光城的担保暂
时未出问题， 然而面对如此多的周
边风险和远超其盈利的担保额度，
一旦发生问题，阳光城如何抵挡？

权。

配套能力，确保生产经营的持续、稳
健发展。而不论是阳光城的子公司，
还是其自身， 它的融资需求都是大

排名变化极大， 会拼命规模化和加
速发展， 公司高速运转和高杠杆特
征较为突出。
“最近 3 年的市场格局变化比
较快，如果企业不扩张不发展，影响
变小，有可能企业都不复存在，会逐
渐被边缘化。 所以这些企业必须要
争取后发优势。 ” 张宏伟表示，2020
年之后基本这样的现象应该少一
些，那时的市场格局基本定下，再扩

124.96 亿元和 835.9 万平方米，同

然而，房产（土地储备和项目）

比大增 199%和 644%。
2016 年 底 ， 阳 光 城 以 超 过

毕竟不是那么好消化的， 阳光城并
购策略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存货

13.51 亿的价格竞得物产中大旗下
15 家公司股权组成的股权资产包，

大增：2013 年末阳光城存货 219 亿
元，2014 年末 350 亿元，2015 年末

直保持着高负债高杠杆的生存之
道，2014 年以来， 其资产负债率基
本保持在 80%以上，而销售毛利率、

总成交金额 (包括股权竞得价款及
承接转让方对标的公司的债权金

424 亿元，2016 年末 747 亿元，占总
资产比例始终在 60%以上。

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等均在下滑。
有分析人士表示， 伴随着阳光

额)为 104.69 亿元，超过阳光城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而其累积的土地储备也在
2016 年末达到了 2285.2 万平方米

城的极限扩张和溢价拿地， 其毛利
率下滑是必然，而部分资金融资成

司所有者权益之 50%，构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土地款 743.09 亿）。

点。 第一， 一些待售项目背后的现

然而，这么多的土地，这么多的

本较高， 也相对削弱了公司的盈利
能力。

2017 年，阳光城扩张脚步也从
未停止。

存 货 ，2016 年 归 属 母 公 司 净 利 润
12.3 亿元的阳光城究竟是怎么囤货

与此同时， 阳光城主要资产的
重大变化及原因， 也让不少财会人

么对于资产负债等状况可能会有影
响。第二，融资过程中是否可以考虑

1 月， 阳光城 31.8 亿元拿下汉
国置业旗下的广州天河区 2 宗宅地

呢？

士看得有些“提心吊胆”。
2016 年，阳光城的融资净流入

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 这样也有助
于企业降低投资风险。

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借钱。

得惊人。
并购的钱、囤货的钱，阳光城一

张的必要性小得多。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对于类似房企来说，战
略扩张的步伐总体上是稳定的，而
且全国化的模式也在不断推进，从
这个角度看， 出现较为积极的融资
也是符合预期的。 当然从风险角度
看， 在战略扩张的同时， 要把握两
金流状况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那

吃下万达酒店资产 富力债务风险增加几何
国际金融报记者 ｜ 潘洁
见习记者 ｜ 吴鸣洲

8 月 1 日， 富力地 产 （02777.
HK）公告称，截至 7 月底，富力地产
总合约销售金额约为 447.6 亿元，
同比上升 31%；合约销售总面积约
338.63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21%。
在业绩发力的同时， 这家华南
地产大佬近期刚刚完成了一件大
事：以 199.06 亿元接手万达旗下的
77 家酒店资产，沉寂已久的富力摇
身一变以全球酒店业巨头身份再次
出发。
不过完成了史上最大并购后，
市场对富力的诸多疑问也被放大，
其中财务状况被反复“追击”。

到 537.3 亿 元 ， 复 合 增 长 率 约 为
15.33%。 对比经营性现金流，富力

富力地产 2017 年一季度报告
显示，目前公司的资产总计 2325 亿

中借款 （有息负债） 占比最大，在
2016 年， 公司借款为 1208.5 亿元，

在 2012 年到 2016 年的经营性现金
流分别为-24.64 亿元 、 -118.62 亿

元。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1834 亿元，
货币资金为 404.9 亿元。 在负债方

借款占负债的比例为 67.3%， 而且
一年期的短期负债就达到 336.82

元 、 -220.65 亿 元 、 -3.56 亿 元 、
-33.38 亿元，并没有因收入的增长
有所改善。
由此推断， 即使富力在 2017
上 半 年 的 收 入 达 到 400 亿 元 ， 比
2016 年同期相比增幅 78.66%，但
其上半年的经营性现金流依然可
能为负，靠自有资金覆盖收购的难
度很大。
“富力的收入肯定不能覆盖收
购，因为收入还包含了成本，不是净
收入， 因此只能说拿部分净现金流
去承担此次收购支出， 同时必然需

亿元。
其中， 富力的借款主要来源于
银行贷款、离岸美元优先票据、境内
债券，以及信托贷款及其他，分别占
38%、10%、40%及 12%。
由于境内债券的融资成本相对
较低，富力在 2016 年大量发行境内
债 券 421.5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56.27%（64.23 亿元），票面利率在
4%至 5%中变动。
此外，富力地产虽然在 2017 年
没有发行境内债券， 但分别在 4 月
和 7 月发行了 10 亿元总额、三年期
的中期票据， 惟一不同之处就是 7

未改善负债率

产是 12，总债务是 9，资产负债率是
75%，所以肯定是增加的，除非富力

面，富力地产负债 1853.68 亿元，负
债率为 79.7%。 数据显示，富力地产
在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 69.68%、73.23%、
79.32%，呈逐年上升的势头。
根据富力地产 2016 年年报，截
至 2016 年底，富力地产的借款总额
为 1208.5 亿元，而富力地产的资产
负债率为 79.31%，净负债与总权益
比率达到 160%， 远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90%。 而当净负债权益比大于
100%时，说明企业所持有现金不足
以支付债务， 股东面临偿付债务的
风险较大。

做了权益性融资， 即发行新股或者
盈利偿还债务。
“单纯收购是不会降低资产负

同时，公司在 2016 年的流动比
率 为 103.92% 、 速 动 比 率 为
-19.82%， 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

月的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为 5.5%，
比 4 月的中期票据上升了 0.25%，普
遍也高于 2016 年的债券票面利率。

债率， 除非增加资产价值或减少负
债额，前者不排除比如低价买入高

债能力风险较大。
而截至 2017 年一季度末，富力

由此可以看出， 富力地产的融
资成本仍处于上升中。

价资产后，重新调整资产价值，从而
实现资产增值。 ”沈萌分析称。
“所以要看富力具体是怎么解
释的，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富力
地产对外的解释并不透明。 ” 沈萌
表示。

地产仅拥有 245.22 亿元的现金，这
245.22 亿元还多为往年融资而来。
在自有资金不充足，且负债累累
的情况下，富力还是只能一借再借。
“从富力资产负债率的指标看，
目前呈现上升趋势。 ” 上述行业人

上述人士向记者表示， 从融资
情况来看， 类似中期票据等发行也
说明当前富力的资金成本在扩大，
类似企业获取融资的同时， 确实是
需要警惕一些风险， 比如说偿债压
力加大等。

士分析， 按照房地产领域的数据来
看，一般低于 80%的都属于正常水
平。 不过， 在地产行业后续融资环
境收紧的大趋势下， 类似指标的风
险或加大。

沈萌向记者表示， 对于富力的
融资成本而言， 如果能够有消化新
资产的明确能力， 那么总的来说问
题不大。
针对上述财务状况以及富力地
产的负债等情况，《国际金融报》记

借款占大头

者多次致电富力地产董秘办试图联
系董秘胡杰， 但其办公室电话一直

资 2，收购了资产 2，那么等于总资

根据公开数据，2014 年-2016
年， 富力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68%、73.23%、79.32%，呈逐年上

要新的融资才够满足收购的分期付
款。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国
际金融报》记者如是说。
另外， 除了支付万达 77 家酒

升的势头。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富
力 集 团 合 并 资 产 总 额 2325.04 亿

店的 200 亿元，富力地产自身用于
物业发展的资金缺口也是十分巨

元，负债合计 1853.68 亿元，资产负
债率为 79.73%。

大。

胡杰表示， 收购万达酒店资产
将改善富力资产负债率水平。 在收
购万达酒店之后， 富力地产的资产
负债率将降至 74.9%-75%。
不过， 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
7 月 24 日宣布将富力地产的信贷

“一般来说，持续出现经营活动
现金流为负， 这和企业不断追加投
资是有关的。 ” 一位地产行业资深
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对
于富力来说， 这几年持续通过购地

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惠誉表
示， 富力地产与万达此前那笔
199.06 亿元的交易将拖慢富力去杠
杆进程， 令公司的总体债务水平增
加， 净债务与调整后库存比上升至

等来实现规模的扩张， 所以在现金
流方面也会得到相应的体现。
该人士进一步指出， 从销售规
模来看，富力总体稳健发展，不过后
续要警惕类似行业调整所带来的风
险， 比如项目销售回笼资金的压力

近 60%的水平。
相关行业人士也同时提出质
疑：尽管 2017 上半年富力自有资金
充足， 但要动用近 200 亿来收购酒
店业务，按照常理推断，富力的负债
率应该增加，而不是降低。
对此，沈萌打个比方，假如，富
力原有总资产是 10，总债务是 7，那
么资产负债率是 70%。 假如负债融

经营性现金流吃紧
有意思的是， 尽管花了近 200
亿来吃下万达酒店业务， 但在 7 月
20 日， 富力地产的董秘胡杰却表
示，上半年富力完成 400 亿元收入，
公司自有资金很充足， 可以覆盖收
购，不会带来现金压力。
然而， 从记者以往对它的情况
分析来看，实际并不那么乐观。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 富力地
产的营业收入从 303.65 亿元上涨

会增加等， 这都会影响富力地产后
续并购项目的各类资金的追加投
资。

负债规模继续扩大
截至 2016 年底，富力主要在建
项目合计 53 个， 这 53 个项目总投
资 额 2671.7 亿 元 ， 已 完 成 投 资
1369.94 亿元，尚需投资 1301.76 亿
元，还有 2017 年一些拟建项目也需
要投资资金。

记者注意到， 富力地产的负债

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