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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路断”再走举债老路
富力地产陷死循环
编者按：
最近以来，李思廉一直想“搞大一点”，于是和王健林的万达集团达成了近 190 亿元的“世
纪交易”，与此同时，富力地产欲加速回归 A 股。 然而，A 股的阳光似乎难以照进富力心房，回 A
路再次中断，不得已，富力再次走上了举债老路，这让富力原本难负的债务重担，再加上了一根
驼背上的稻草。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孙婉秋

10 月 20 日， 富力中止上交所
IPO 审查，一时间众说纷纭；

的资金状况。
过去数年因为战略屡屡失误，

两天后，富力地产公告称，此次

当万科、恒大、碧桂园等同行专注住

手持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毕业
证书的李思廉可谓地产大佬界的学

中止 IPO 审查是由于变更保荐代
表人所致。

宅开发、实行高周转模式时，富力在
尚未打通海外资本市场的前提下，

霸级人物。 曾几何时， 富力风光之
际， 李思廉将其和合伙人张力的双

一位资深保代人士向 《国际金
融报》 记者透露， 部分企业的 IPO

效仿新鸿基， 大力发展持有物业。
最终在商业地产和住宅开发的互搏

雄角色诠释为“张力打前锋，负责工
程开发及管理方面， 而我是做后卫

中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想推
迟上会时间，毕竟近期 IPO 过会刮

中牵绊住自己。 直接导致其项目周
期长、见效慢、资金周转不利、负担

的，管着钱柜（即财务）和销售”。

起了从严风。

沉重。

如今看来，这种“双老板制”产生

中邮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程毅

错失房地产黄金十年的富力其

了明显的弊端，在“前锋”张力接连踏
错市场节奏后，李思廉在富力身上也
难以施展其过人的数学天赋。

敏表示，就富力的情况而言，保荐人
变更与 IPO 中止并无绝对相关性。
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当前 “大审核

账面数字并不乐观，从 2012 年起其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一直为负，
2017 年上半年这一缺口更是高达

制”下监管趋严的观望。

86.67 亿元。

眼下的富力正陷入一场死循环
中。

记者就此说法与富力求证，其

回 A 之路的蹉跎且漫长或许

为了融资执着回 A， 怎奈路途
漫漫，远水难解近渴，富力不得不高
额举债以期在行业分化加剧之际得

公关人员表示这一问题暂不回应。
这已经是富力回 A 之路的第

远超富力想象，如果说 A 股给其资
金面带来的利处是让其活得更好

五次中止，2005 年着陆香港登上资

时， 摆在富力面前的难题是先要活

以保身， 然而随之带来的财务状况
继续恶化又为其回 A 之路打上了

本市场后，因估值过低，且作为中资
股， 富力无法通过股权融资降低杠

下去， 毕竟愈发聚拢的行业与往昔
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更大的问号。
环环相生， 以此往复， 无止无
休。

杆， 海外融资便利度也不及红筹股
们。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港股的房地产思维是存量经营思

克而瑞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1-11 月房企的销售金额 （流
量金额）排名中，头部的碧桂园、恒

何机会，在它们剑指全国的目标下，
富力二线地位也面临失守。

人士看来，三亚为热门旅游城市，广
州和南京分别为一线和准一线城

40%。 其中银行贷款 139.4 亿元，占
据 67%。

第五次中止

维， 这是内房股在香港不受待见的
主要原因。

大、万科已经轻松越过 4500 亿元大
关，碧桂园更是以 5347.7 亿元率先

近年来地产界有个共识 “跑进
千亿生命线”，即便以价换量，部分

市，消费能力和客流量毋庸置疑，这
三家酒店是万达出售的资产包里最

负债问题一直困扰着富力，其
从 2014 年起负债率便逐年升高，由

李思廉的上一次公开亮相还得

两年后富力地产便着手回 A。
到 2013 年的 6 年间，富力地产前后

吸了口 5000 亿上空的空气。 从第
一梯队出局的富力， 以 793.2 亿元

房企也在所不惜。因为更大的规模，
意味着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辗转腾挪

优质的资产。
该人士坦言， 王健林剥出了部

69.65% 、73.21% 、79.31% 上 升 至
80.70%。 其中，流动负债占据近半，

追溯到 3 个月前。 彼时， 富力地产
发布 2017 年中期业绩公告，李思廉

4次向 A 股发起冲击， 终因资本市
场环境变化和政策调控等原因而宣

的成绩排名 20，且距离其身后中南
置地、阳光城、泰和集团、正荣集团

的能力。
这个道理富力自然知晓，2013

分重资产， 但依然将最优质的资产
握在手中。 崇尚高周转的孙宏斌自

现金流明显承压。
程毅敏坦言，监控趋严下，当房

一席正装，显得颇为轻松。
随后的时间， 富力和其他房企

告失败。
2015 年 9 年， 富力再次提交招

等差距不过百亿，优势微弱。 早在 3
年前富力便将年度销售目标定在

年的扩张和今夏收购万达酒店或正
是基于此。 这场世纪交易， 最近也

然不会接手酒店业务。 领导层对于
周期性行业生意的理解差异正是这

企上市需求较为强烈时， 会适度削
弱土地储备，以期降低负债率。例如

一样，进入全力冲刺年终业绩阶段。
近一个多月来， 其接二连三有所行
动，这一系列动作颇具观赏性，也耐

股书，招股书显示富力拟公开发行不
超过 10.7 亿股新股票， 募集资金总

700 亿元，增速微弱，而阳光城、泰
和、正荣作为闽系房企的典型代表，

出现了变数。
富力近期公告称，此前 77 家酒

三家企业当前发展处于不同段位的
根本原因。

万达，便是减负后以更加“轻盈”的
姿态来拥抱 A 股。

额不超过 350 亿元，以此来投资其在
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新项目。

扩张迅猛绝非富力可比， 一周前中
南置地更是喊出力争 3 年 3000 亿

店中的三亚万达希尔顿酒店、 广州
万达希尔顿酒店、 南京万达希尔顿

重资产模式下的富力， 想要增
长，必然得依靠负债。

而和万达一起回 A 的富力，似
乎并未释放出足够的诚意， 因为其

再次举债扩张

元的口号。
当年同为“华南五虎”的恒大早

酒店以及烟台万达的 70%权益将
不再包含在内， 大连万达中心写字

因此，为了吃下万达的酒店，富
力不得不继续借款。 截至 10 月末，

间举债扩张，导致负债率增高，财务
数字不好看恐将影响其回归。

富力回 A 的目的众所周知，降
低目前高额融资成本以及改善恶劣

已一骑绝尘， 跑在了富力望尘莫及
的远方。 而身后急于攻城略地、扎
稳脚跟的“闯入者们”不会给富力任

楼纳入其中。 相对应的收购代价也
减少 9.51 亿元，至 189.55 亿元。
这一变化在一位行业资深分析

富力借款余额约为 1399 亿元，较上
年增加 199.03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
超 过 2016 年 末 公 司 净 资 产 的

这好似一个死循环， 在张大伟
看来，是无解的，“回 A 不一定能迎
来春天，但是不回一定没有春天”。

人寻味。
回 A、收购万达酒店、借款等构
成了其死循环中的主要环节。
10 月初，一颗真心向 A 股的富
力在最新的 IPO 排队位置中发生
了变动，后退了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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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控权竞争激烈 金科董事长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孙婉秋

握紧实控权
11 月 28 日，金科股份公告称，
鉴于目前市场情况以及个人资金情
况的变化，公司董事长、总裁蒋思海
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同时不排
除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和其本人资金
安排等因素，在二级市场实施增持
行为。

一年前的股权之争教训尚未散
去，差点丢掉实控权的金科大股东，
对于减持，已经谨慎许多。
毕竟那场危机正是在实际控制
人减持之后才酝酿发酵出的。
2015 年 5 月 7 日，中国 A 股还
处于一轮大牛市的顶部， 金科股份
公布了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夫妇的减
持公告： 黄红云夫妇将金科股份的
持 股 比 例 从 40.57% 减 持 到
35.57%，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
继续减持。
减持之后， 金科股份与所有其
他 A 股一样，遇到市场大跌，从每
股最高的 10 元以上，跌至每股 5 元

减持计划存变
此次高管减持始于 3 个多月
前。
8 月 5 日， 金科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部分高管因个人原因，拟自
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
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不超过各
自持有公司股份的 25%，合计减持
股份将不超过 922.63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0.17%； 减持价格将
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根据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
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
持进展情况。
截至 11 月底， 公司高管蒋思
海、 李华在此期间均未发生减持公
司股份行为。 同时，鉴于目前市场
情况以及个人资金情况的变化，蒋
思海决定提前终止其减持计划，并
且不排除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和其本
人资金安排等因素，在二级市场实

东方 ＩＣ 图

施增持行为。

之意。

公司高管李华仍然将根据市场
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实施股
份减持计划。
对于此次金科高管变更计划，
《国际金融报》记者与金科股份相关
工作人员联系，截至发稿，仍未收到
其回复。

毕竟，8 月 5 日公布减持计划
后， 金科股份的股价走势一直不乐
观。 从 5.02 元断断续续跌至目前的
4.58 元，且今年以来，金科的地产主
业发展也不理想。
在行业愈发聚拢的当下， 房企
们以迅猛增速刷新着发展记录，金
科却少见的不进反退。 截至 10 月
末， 其营业收入相较去年同期下滑
15.11%，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也
出现明显滑坡，其中扣非后净利润
更是同比大跌 44.65%。

业绩堪忧
此次金科董事长提前终止减持
计划，在外界看来，难免有稳定股价

相关统计显示，A 股销售 20 强
房企中， 金科股份的毛利润不足
20%，以 17 位排名榜单尾部，其净
资产收益率排名同比也出现显著下
滑。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在
接受 《国际金融报》 记者采访时指
出， 核心领导减持对股价确实存在
不利影响。
张宏伟同时强调， 蒋思海此次
不减持， 甚至后续将通过二级市场
实施增持，主要是为了确保大股东
地位。

之下，股价遭遇腰斩。
2015 年 8 月，需要资金进行地
产和新能源投资的金科股份公布了
定增预案：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9 月份， 另外的一方——
—野心
勃勃、 蓄势待发的融创在经历了数
次失败并购后将目光瞄向金科。
2016 年 9 月 18 日， 融创中国
一口气新设立了两家新公司： 天津
润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润泽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孙宏斌甚至为
此备了不低于 50 亿元的充足弹药。
9 月 20 日， 由于融创中国报价
最高，规模最大，加之没有认购限额，
按照此前确定的竞价规则，融创中国

奇袭成功， 成功将金科 16.96%的股
份纳入怀中，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融创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
随后的 11 月，金科股价开始回
落，跌至 5 元以下。孙宏斌手上的这
两家公司， 以极为低调的方式在二
级市场上缓慢增持金科股份。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28 日，这两家公司共
以 8.3 亿元的代价取得了金科股份
3.04%的股份。
至此，不到 3 个月时间，融创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了大意的
金科一个措手不及，孙宏斌手握金科
将近 20%的股份，这一数字直逼金科
股份创始人黄红云夫妇的 25%。
对于金科， 融创中国或许早已
觊觎。
毕竟融创在西南战场已经陷入
胶着状态， 项目上的成功让融创一
度试图称霸川渝， 然而恒大来势汹
汹， 且在吃下张松桥手中中渝置地
的土地后， 野心和胃口已经变得很
大。 龙湖对于大本营自然是不肯放
弃。金科起家于重庆，过半项目分布
在重庆， 其在重庆市场的占有率近
5%，且作为重庆的洋房专家，已经
发出了不输于融创的动员令。 将其
纳入， 对于融创在重庆的霸主之争
极为有利。
一名接近金科的消息人士向
《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金科此举
就是为了握紧实控权， 公司已经开
始回购高管手中的股票， 让他们尽
量进行转售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