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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          房地产 

发布时间          2020 年 8 月 3 日 
 

富力地处（02777.HK） 

富力地产是否已触及风险阈值？ 

核心观点： 

作为华南五虎之首的富力地产，曾经历过高光时刻，但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战略遭遇行业发展严峻挑战，销

售放缓，投资收缩，酒店业务受困，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我

们认为，不能说企业一定到了风险爆发的时点，但企业的挑

战绝对前所未有，形势异常严峻。 

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富力地产或是其他房地产开发企

业，项目的去化能力绝对是一切发展可能性的前提和基础： 

（1）有储备绝对是正向的，前提在于有能力消化； 

（2）适度下沉可选，超越限度或成反作用力； 

（3）现金流行业也需要现金流，非现金流行业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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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弱，预计市场全年呈前高中低后平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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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期策略报告——七月流火，行情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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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因偶然的或必然的决策而使企业一鸣惊人或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去消化决策带来的负面效应，任何企业，任何领导者都无法百分百保

证彼时的决策在此时来看是完全无误的，影响决策的最大因素更多的考量在当下，而且战

略决策的成效受时代影响较甚，企业或为时代成就，或于时代洪流中被淹没，于企业而

言，自身的战略发展决策不可高估自身，也不宜低估行业之力。 

曾为华南五虎之首的富力地产，其高光时刻为行业共见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发展

逻辑有其独到之处，但在后期的发展中确也呈现出乏力之象，销售业绩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2017 年收购的万达资产包成为企业发展的一大包袱等等，都让行业为之深深担忧，富力地

产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变幻莫测的行业环境？ 

我们此篇将从现金流量表入手，通过观察现金流量表各指标变动情况剖析其背后原因所

在，系统分析分析富力地产发展脉络和逻辑，并以期在分析的过程为行业和同行的风险避规

和预警提供一定参考。 

（1） 销售业绩的变化有何规律可循？ 

（2） 投资布局具有怎样的变化趋势？ 

（3） 酒店业务的发展是否真的是企业陷入困境的主因？ 

（4） 对于富力地产而言，其未来发展的挑战在哪些方面？ 

（5） 成长型房企能否在富力地产的发展经验中有所启示？ 

通过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于富力地产或是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的去化

能力绝对是一切发展可能性的前提和基础： 

（1）有储备绝对是正向的，前提在于有能力消化； 

（2）适度下沉可选，超越限度或成反作用力； 

（3）现金流行业也需要现金流，非现金流行业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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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金流量表的波动来自企业战略决策 

企业的现金流量表数据变动走势是企业战略动态变动的直观反映，所以我们将从富力地

产现金流量表出发，通过分析其现金流量表内关键指标变动窥探其历史发展脉络。 

从富力地产的现金流净额变动来看，其现金流净额变动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波动剧烈，且自 2012 年开始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由正转负，且

一直保持负值，2013年、2014年、2019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分别为-119亿元、-221亿元、

-242亿元，为历年波谷值。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出现在三年中出现波谷值的原因不尽相同： 

（1）2013 年在于土地投资上力度极大，全年新增土地储备 2090 万平米，致使企业经

营性现金流出较多； 

（2）2014年市场向下，销售惨淡，企业回款受限，即使在土地投资上几近保守，但全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仍为负向极值； 

（3）2019年政策调控严格，融资环境趋紧，企业融资难度加大，因此，为快速实现销

售回款，企业的项目开工增多，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明显。 

第二、投资性现金净额亦未出现明显的规律性，2012 年、2016 年两年投资性现金流净

额为正值，2017年投资性现金流净额为-226亿元，为历年极值，主因在于 2017 年富力地产

大手笔收购万达集团酒店资产包而出现的大额资金流出。其后 2018年、2019年投资性现金

流净额维持流出状态。 

第三、筹资性现金流与经营性现金流保持此消彼长的关系，反映企业在自有资金与外部

资金利用之间的权衡，当销售回款理想，则对自有资金使用较多，适当减少外部资金依赖，

反之亦然。2013年、2014年、2017年、2019年筹资性现金流净额达到历年峰值。筹资性现

金流的存在目的在于弥补企业在经营和投资决策之后的现金流缺口。 

 

图表：富力地产现金流净额变动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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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力地产现金流量表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情况来看，其变动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三大方

面： 

（1） 销售业绩——外部环境变动，企业在业绩上表现出的被动和主动适应性； 

（2） 投资决策——为保障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投资上所做安排； 

（3） 多元化业务——地产开发之外的可能性业务培育。 

以下我们将从其业绩端表现、投资端安排、多元化选择三方面分析研究属于富力地产

自身的成长路径。 

二、 行业先行者，辉煌早铸就，而后徐步前行 

房地产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企业的销售业绩表现会随市场

行情的变化而出现波动。 

从其销售业绩走势来看，富力地产销售业绩整体保持上行趋势，除 2011 年销售业绩出

现负增长外，其他年份销售业绩均保持正向增长。2011年之前，其销售业绩乐观，并在 2006

年成功实现百亿销售业绩，而中国恒大 2008 年销售业绩仅 60.3 亿元，2009 年突破百亿大

关，一定意义上说富力地产在规模发展上当属于先行者。但 2011 年开始时，其销售业绩增

速明显出现下滑，且在多年未完成全年销售业绩目标。以至于现下来看，富力地产的销售业

绩和行业地位有所掉队。 

 

图表：富力地产销售业绩走势（亿元、万平米）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备注：2018年、2019年数据为权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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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2.1亿元。 

 

图表：2019年富力地产销售业绩区域分布（万平米、亿元） 

区域分布 权益合约销售面积 同比 权益合约销售金额 同比 

华北地区 

天津市 76.2 57% 90.4 33% 

河北省 71.1 24% 69.4 10% 

山东省 58.9 33% 59.7 22% 

黑龙江省 40.1 138% 52.9 119% 

北京市 18.5 25% 48.0 -19% 

辽宁省 56.9 176% 41.5 108% 

河南省 11.6 6% 12.2 -21% 

华东地区  

浙江省 70.3 6% 134.2 10% 

江苏省 84.2 41% 116.5 38% 

上海市 7.0 -11% 32.1 -26% 

安徽省 23.7 -36% 21.2 -23% 

西北地区 

山西省 146.6 14% 154.7 5% 

内蒙古 84.7 21% 66.5 16% 

陕西省 89.4 261% 47.3 84% 

新疆 4.6 145% 5.4 145% 

华南地区 
广东省 162.3 28% 154.7 -5% 

广西省 2.5 -15% 2.2 -41% 

西南地区 

重庆市 87.0 6% 79.4 8% 

贵州省 9.5 -64% 11.9 -61% 

四川省 11.6 21% 10.8 18% 

云南省 4.5 不适用 5.5 不适用 

中南地区 

江西省 41.8 16% 43.4 13% 

福建省 24.2 -32% 27.9 -40% 

湖南省 22.2 106% 19.8 123% 

湖北省 6.1 -33% 5.5 -21% 

海南 海南省 26.1 -31% 43.4 -27% 

海外 

马来西亚 6.6 -65% 13.7 -65% 

柬埔寨 5.5 -52% 8.3 -47% 

澳大利亚 0.8 -49% 2.2 -66% 

英国 0.2 不适用 1.1 不适用 

总计 1254.8 23% 1381.9 5%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http://ipoipo.cn/


       

 

电话：021-80197619  邮箱：yihanzhiku@ehconsulting.com.cn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武汉 | 成都 

上海亿翰商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亿翰智库·专业出品 7 

图表：2019年富力地产销售业绩区域占比（亿元、万平米） 

区域分布 权益合约销售面积 占比 权益合约销售金额 占比  

华北 333.23 27% 374.27 27% 

华东 185.24 15% 304.02 22% 

西北 325.33 26% 273.93 20% 

华南 164.82 13% 156.92 11% 

西南 112.65 9% 107.51 8% 

中南 94.29 8% 96.71 7% 

海南 26.14 2% 43.36 3% 

海外 13.06 1% 25.20 2% 

总计 1254.76 100% 1381.92 100%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销售业绩城市能级分布来看，2019年一二线城市业绩贡献率为 64%，三线城市及其他为

32%，海外为 2%,业绩贡献城市共 103座，以此计算，单城市权益合约销售业绩为 13.4亿元，

处于较低水平，103个业绩贡献城市中，仅有 25 座城市的业绩贡献率在 1%以上，其他城市

业绩贡献均在 1%以内，单城市市场占有率明显不足。 

 

图表：按企业自身标准划分，2019年不同城市能级销售业绩占比情况 

一二线城市 

太原 7% 沈阳 2% 石家庄 <1% 

天津 7% 温州 2% 成都 <1% 

重庆 6% 广州 2% 南京 <1% 

惠州 4% 宁波 1% 青岛 <1% 

哈尔滨 4% 南昌 1% 大连 <1% 

无锡 4% 贵阳 1% 昆明 <1% 

北京及周边 3% 长沙 1% 嘉兴 <1% 

海南 3% 郑州 1% 武汉 <1% 

杭州 3% 珠海 1% 南宁 <1% 

南通 3% 福州 1% 厦门 <1% 

西安 3% 佛山 1% 金华 <1% 

上海 2% 苏州 <1%  烟台 <1% 

三线及其他  

唐山 2% 邢台 <1% 肇庆 <1% 

包头 2% 鞍山 <1% 清远 <1% 

呼和浩特 2% 通辽 <1% 天门 <1% 

乐清 2% 宝鸡 <1% 龙岩 <1% 

临汾 2% 韶关 <1% 乐山 <1% 

梅州 2% 乌鲁木齐 <1% 六安 <1% 

大同 1% 九江 <1% 乐昌 <1% 

邹平（滨州市 1% 德州 <1% 铁岭 <1% 

江门 1% 南平 <1% 丽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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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 1% 淮北 <1% 开封 <1% 

湖州 1% 抚州 <1% 资阳 <1% 

秦皇岛 1% 乌兰察布 <1% 三明 <1% 

莆田 1% 汕尾 <1% 泸州 <1% 

赣州 1% 滁州 <1% 
凯里（贵

州） 
<1% 

湘潭 1% 威海 <1% 阳江 <1% 

邯郸 1% 
英德（清

远） 
<1% 衡水 <1% 

上饶 1% 宿州 <1% 眉山 <1% 

长治 1% 濮阳 <1% 常州 <1% 

东营 1% 菏泽 <1% 漳州 <1% 

阜阳 1% 鹤山 <1% 鄂州 <1% 

渭南 1% 建德 <1% 桂林 <1%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权益销售业绩 TOP10的城市中仅有太原销售业绩破 100亿元，达到 102.3亿元，但太原

销售业绩增长率为-17%，天津权益销售金额为 90.44 亿元,同比增长 33%。 

 

图表：2019年销售业绩 TOP10城市分布 

城市 权益合约销售金额（亿元） 同比 

太原 102.3 -17% 

天津 90.44 33% 

重庆 79.38 8% 

惠州 53.73 -3% 

哈尔滨 52.94 119% 

无锡 49.43 25% 

北京 48.01 -19% 

海南 43.36 -27% 

杭州 42.14 94% 

南通 39.96 26%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所以，整体来看，富力地产销售业绩表现出以下特征： 

（1）行业的先行者，先期业绩表现优异，后因受制行情趋势，企业销售业绩释放不畅，

增速明显放缓，行业地位有所下行； 

（2）销售业绩贡献分散，未有明显强势业绩贡献区域，在各个区域或未形成绝对优

势； 

（3）华南区域虽为大本营，但实则业绩贡献有限，亦表明在大本营所在地的市场竞

争力确有欠缺。 

http://ipoipo.cn/


       

 

电话：021-80197619  邮箱：yihanzhiku@ehconsulting.com.cn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武汉 | 成都 

上海亿翰商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亿翰智库·专业出品 9 

三、挑战极限，极致化探索下沉  

房企的投资决策既决定了后期的销售业绩前景，也反映了前期销售业绩的现状，简言之， 

土地储备的投资既是销售业绩的果，又是销售业绩的因。 

通过观察富力地产历年的投资战略可以发现，其投资风格可归结为挑战极限，挑战自身

的极限、区域的极限、城市的极限，具体表现为三大方面： 

（1） 极限——集中投资的年份，倾尽全力获取土地，其他年份或放缓，或颗粒不取； 

（2） 分散——出于风险避规和扩大影响力的考量，多区域散点式多布局； 

（3） 下沉——最大化挖掘城市价值，尽可能在城市选择上往下沉。 

3.1极限|极致化思维，简约化考量 

从富力地产的投资决策走势来看，其在土地投资端表现出明显的集中化特征，一年囤地

多年消化，2006 年、2007 年、2013 年、2017 年、2018 年是拿地的高峰期，按建筑面积计

算的投销比分别为 1068%、729%、617%、286%、183%，其他年份的库存补充则相对有限，2008

年未有任何新增资源补入，整体而言，富力地产在投资决策上略带挑战极限的倾向，市场高

热时大手笔拿地，在市场下行时则大幅收缩，做出投资决策时便将拿地做到极致，拿到的大

量土地可以足够企业的去化所需，即使第二年放缓投资步伐，可能对短期发展影响也不大。 

 

图表：富力地产土地投资投销比走势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毫无疑问，跟随市场走势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是行业内企业的共同操作，而这可能会面

临一大考验，市场高热时拿地是否能够顺利出货，若不能顺利实现项目去化，则企业将面临

几大问题： 

第一、大手笔拿地，必然将财务杠杆应用到极致，导致杠杆率高升，若项目去化不畅，

1068%

729%

0%

116% 153%
60% 53%

617%

57% 88% 107%

286%

138%
75%

-2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

新增土地建筑面积（万平米） 投销比

http://ipoipo.cn/


       

 

电话：021-80197619  邮箱：yihanzhiku@ehconsulting.com.cn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武汉 | 成都 

上海亿翰商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亿翰智库·专业出品 10 

则回款必然受到限制，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另一方面，去杠杆，降负债率

方面也将面临挑战； 

第二、销售回款受限，杠杆率高抬，将进一步影响后续投资决策，导致投资的断层或不

连续性； 

第三、过于大手笔集中囤货与市场行情下行相遇，则囤积货值面临去化难题，形成历史

库存，轻者去化难度上升，需在价格上有一定妥协，重则无法去化，资金完全沉淀，即造成

资金资源的浪费，又影响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截止 2019 年 12 与 31 日，富力地产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达到为 7061 万平米，较 2018

年年末略有上升，权益可售建筑面积为 5786万平米，其中发展物业 5554.7万平米，投资物

业 231.1万平米。权益可售建筑面积按区域划分，华北、西北两大区域在 1000 万平米以上，

华东、中南、海南、西南四大区域在 600万平米左右。大本营华南的土地储备相对有限，权

益土地储备建筑和权益可售建筑面积分别为 642万平米，396万平米，当前企业亟需在保障

业绩增长实现的同时，巩固大本营的资源储备。 

 

图表：富力地产新增土地储备与土地储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图表：2019年富力地产土地储备区域分布（万平米） 

2019 权益总建筑面积 权益可售建筑面积 

发展物业     

华北地区 1601.3 1331.3 

西北地区 1444.9 1194.3 

华东地区 807.3 634.4 

中南地区 717 626.7 

华南地区 627.8 554 

西南地区 664.7 549.5 

海外 642.3 395.6 

海南 303.6 268.9 

小计 6808.9 5554.7 

投资物业 251.6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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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7060.5 5785.8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3.2分散|分散化逻辑，多区域多点开花 

从富力地产城市逻辑来看，从广州起家，1996 年于广州开发第一大型项目，在大本营

持续经营多年后于 2002年开始走出广州，首站选定北京，2005年进入天津和西安，2006年

地布局重庆和三亚，2007再新进 7城：上海、昆山、沈阳、太原、成都、佛山、惠州，也即

2007 年富力地产已实现了核心城市群和核心城市的落点和站位，但是对于城市的深度布局

上看，除了少数城市拿地量相对可观外，其他多数城市的深耕力度偏弱，为站位目的而布局

的倾向较明显，以至于后续企业的业绩贡献城市较多，但真正能够实现可观业绩贡献的城市

有限，且单城市产能低位徘徊。 

从把握投资先发优势的角度来说，在其他企业尚未发展之时，富力地产已前瞻性实现核

心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的业务覆盖，现下的城市市场竞争强度与当时的城市布局难度和市场竞

争激烈度非能同日而语，若企业能够顺利把握住机会并能够在适时的时机巩固并强化自己的

核心优势，那么后续的发展将是事半功倍的。 

从风险避规的角度来看，分散投资确是防控风险的一大好的方式，但过于分散的投资对

企业带来的利好效应也并非能持续线性上涨，超过适配的比例反而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

无法实现理想回报率。 

具体到区域和城市逻辑，富力地产的扩张逻辑为行业内一类房企操作模式：未在大本营

完全实现深耕式发展前，即将扩张的步伐探至其他区域，前期重心在北方区域，点状式前进

方式明显。对于大本营华南区域其他城市的布局相对滞后，2016 年才实现深圳布局，与此

同时也实现布局城市在土地储备上出现断层情况，如佛山。 

 

图表：富力地产城市布局情况 

  城市布局个数 新进城市个数 新进城市 

2005 4 2 天津、西安 

2006 6 2 海南三亚、重庆 

2007 13 7 
上海、昆山、沈阳、太原、成都、

佛山、惠州 

2008 13 0   

2009 13 0   

2010 14 1 南京 

2011 16 2 大同、哈尔滨 

2012 17 1 杭州 

2013 27 10 

长沙周边地区、贵阳、梅州、福

州、珠海、包头、无锡、南宁，以

及马来西亚柔佛 

2014 29 2 墨尔本、布里斯班 

2015 31 2 郑州、石家庄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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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6 5 
深圳、宁波、秦皇岛、烟台、呼和

浩特 

2017 64 28 - 

2018 92 28 - 

2019 107 15 -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3.3下沉|探索式下沉，尝试更多可能性 

截止到 2019年末，富力地产拥有 7450亿元权益可售货值，分布于国内外 103座城市，

其中，一二线城市占比约 47%，三线及其他城市占比约 37%，海外占比约 27%。三线及其他

城市中不乏有乐昌、邹平、乐清、建德、英德等县级市。对于这类非核心城市的布局彰显了

企业在城市布局选择端所做的下沉式探索，最大化挖掘城市潜在价值和容量。 

位于海外的 1190 亿货值分布于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的 6座城市，这也是企业在

布局端所做的尝试性外拓，扩大企业在境外的影响力。 

 

图表：截止 2019年末，富力地产可售货值城市占比情况 

一线及二线：3520亿元，占比 47%  

海南 6% 长沙 <1% 

太原 6% 哈尔滨 <1% 

重庆 4% 武汉 <1% 

天津 4% 苏州 <1% 

北京及周边 3% 郑州 <1% 

西安 3% 珠海 <1% 

杭州 3% 福州 <1% 

沈阳 2% 南昌 <1% 

惠州 2% 温州 <1% 

广州 2% 南通 <1% 

石家庄 1% 中山 <1% 

大连 1% 嘉兴 <1% 

上海 1% 台州 <1% 

无锡 1% 昆明 <1% 

贵阳 <1% 南京 <1% 

金华 <1% 青岛 <1% 

宁波 <1% 厦门 <1% 

三线及其他：2740亿元，占比 37%  

盐城 3% 开封 <1% 

湘潭 3% 湖州 <1% 

乌鲁木齐 3% 乐昌（韶关市） <1% 

包头 2% 邹平（山东滨州） <1% 

铁岭 2% 清远 <1% 

唐山 2% 乐清（温州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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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内蒙古） 1% 威海 <1% 

鞍山 1% 镇江 <1% 

赣州 1% 临汾 <1% 

大同 1% 乌兰察布 <1% 

梅州 <1% 上饶 <1% 

渭南 <1% 濮阳 <1% 

呼和浩特 <1% 漳州 <1% 

秦皇岛 <1% 九江 <1% 

阜阳 <1% 眉山 <1% 

泸州 <1% 德州 <1% 

菏泽 <1% 长治（山西） <1% 

淮南 <1% 宝鸡 <1% 

淄博 <1% 常州 <1% 

桂林 <1% 淮北 <1% 

莆田 <1% 鄂州 <1% 

邢台 <1% 邯郸 <1% 

韶关 <1% 南平 <1% 

天门（湖北省） <1% 宿州 <1% 

六安 <1% 衡阳 <1% 

阳江 <1% 建德（杭州） <1% 

英德（清远） <1% 资阳 <1% 

肇庆 <1% 凯里（贵州） <1% 

丽江 <1% 遵义 <1% 

抚州 <1% 龙岩 <1% 

衡水 <1% 东营 <1% 

乐山 <1% - - 

海外：1190亿元，占比 16% 

伦敦 6% 柬埔寨首都金边 1% 

马来西亚新山市 4% 墨尔本 <1% 

布里斯班 4% 仁川 <1%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业绩发布 

四、 一举并购，成功跃升酒店领军者 

在投资物业发展方面，富力地产的投资态度有共同之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2016 年

之前，富力地产在投资物业发展上属于按部就班式发展战略，经过 2006 年至 2016 年的 11

年的发展，至2016年末富力地产落成及规划中的投资性物业总建筑面积达到430.4万平米，

业态涵盖酒店、写字楼、零售物业、物流地产。 

2017 年一改稳健之态，一次性耗资 199 亿元收购万达 77 家酒店，总面积约 328.63 万

平米，至 2019 年末，富力地产在运营酒店总数达到 90 家，总面积约 395.22 万平米，写字

楼、零售物业、物流地产总建筑面积 252万平米，可租建筑面积 204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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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06-2016年富力地产落成及规划在建中的投资物业总建筑面积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图表：至 2019年末，富力地产投资性物业总量（不包括酒店） 

  总建筑面积（万平米） 可出租建筑面积（万平米） 

写字楼 31.51 21.77 

零售 123.02 113.22 

物流地产 97.5 69.12 

合计 252.03 204.11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业绩发布 

 

从投资性物业经营上看，2019 年酒店总营业收入为 70.9 亿元，与 2018 年同期持平，

其中国际品牌与万达品牌营业收入贡献基本为 5：5，2019年万达品牌酒店营业收入为 36.7

亿元，同比下滑 1%。2019年 NOP为 14.1亿元，同比增长 5%，NOP利润率为 19.9%，较 2018

年同期上升 0.8 个百分点，其中万达品牌酒店的 NOP 利润率为 17.8%，较 2018 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 

 

图表：2019年富力地产酒店经营情况（亿元） 

酒店 营业收入 同比 NOP 同比 NOP利润率 同比 

国际品牌 34.2 1% 7.6 4% 22.3% 0.6pcts 

万达品牌 36.7 -1% 6.5 6% 17.8% 1.2pcts 

合计 70.9 持平 14.1 5% 19.90% 0.8pcts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业绩发布 

五、高负债非一日之功，风险抵御任重道远 

富力地产的高杠杆一直为行业所担忧，也正由于高杠杆的存在制约了的融资行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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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因其高杠杆而对其敬而远之。 

5.1 历史沉淀致负债率高位徘徊，环节未通为主因 

从富力地产方式及成本上看，由于国内融资环境趋紧，企业将融资转向境外，也一定

程度拔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企业海外债发行成本由 2017年的 6.81%上升至 2019年的

8.16%，综合加权平均成本由 5.12%升至 6.6%，但在行业内属中等水平。 

 

图表：2017-2019年富力地产各融资方式融资成本分布 

 2017 2018 2019 

综合 5.12% 5.74% 6.60% 

境内信托和债券 5.45% 5.82% 7.33% 

银行借款 4.51% 5.36% 5.54% 

境内公募和私募债 5.07% 5.23% 6.71% 

海外债 6.81% 7.13% 8.16%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从富力地产的债务净额结构来看，截止 2019年末，债务净额为 1744亿元，一年内到

期和一年后到期分别为 623亿元、1350亿元，货币资金 384亿元，现金短债比为 0.62

倍，即企业在手现金对于短期债务的覆盖率不足一倍。 

 

图表：2016-2019年富力地产债务净额结构（亿元） 

 2016 2017 2018 20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53.1 197.0 197.8 229.0 

借款－一年内偿还 -336.8 -284.1 -523.5 -623.4 

借款－一年后偿还 -871.7 -1138.3 -1109.5 -1350.0 

总债务－固定利率 -782.9 -858.1 -770.6 -876.2 

总债务－浮动利率 -425.6 -564.3 -862.3 -1097.2 

净债务 -955.5 -1225.5 -1435.2 -1744.4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具体到负债率指标，从 2007年开始，富力地产的净负债率始终在 100%以上徘徊，且不

断螺旋式上升，至 2019 年末的增加至 199%。富力地产之所以持续盘踞高位，更多是历史积

累之因，与其投资模式，销售走势和多元化业务安排都密不可分。 

第一、集中式进行土地投资和酒店投资，大量消耗资金； 

第二、大量储备土地资源之后，因市场下行，销售业绩受阻，回款受限，自有资金利

用不足，因此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性严重，当融资环境趋紧，外部融资难度加大，企业为

缓解资金压力而放缓土地投资，如此又使企业缺乏充足可快速入市的货值，这又将进一步

影响销售业绩和销售回款，从而制约可持续发展，也最终使得杠杆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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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富力地产净负债率走势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对于企业而言，单一的杠杆率高低不等同于风险的高低，即使单一时点的负债率处高位，

现金短债比不足 1 倍，都不能说企业一定有风险，还需结合企业的造血能力和引血能力分

析，其中核心在持续稳定的造血能力，若能有效的将手头资源变现，并再度实现资金的高度

周转，打通全环节，让资金高效的流动起来，而非沉寂在一处，那么我们可以说企业或有一

定的能力将杠杆率调整至合理的安全的水平。反之，既无法有效地发展，亦无力调整自身的

杠杆率水平，无法在金融端获得信任和青睐，自身处境只会愈加艰困。 

5.2三大挑战实实存在，如何应对尚需努力 

我们认为，对于富力地产来说，不能说企业的风险一定是巨大的，并会在短时间内爆

发，但是企业的压力和挑战确是实实在在，若无法成功突破当下困境，那么不排除风险爆

发的可能。 

5.2.1酒店业务经营能否走出困境？ 

通过对万达酒店资产包的收购，富力地产成为行业内酒店运营领域的龙头和领军者，酒

店总数超 120家，而且 199 亿元的大宗交易使得企业获得了可观收益，以致企业在 2017年

酒店 NOP净利润达到 129.37亿元。  

但是从其历年酒店业务盈利情况来看，其酒店资产运营业务至今仍处于现金投入阶段，

除 2017 年以外，其他年份酒店业务净利润均为负值，2019 全年营业收入 70.9 亿元，净利

润为-10亿元，而酒店属于典型重资产业务，回报周期长，对于资金的占用量大，又逢疫情

冲击，酒店运营面临更大挑战，若不能顺利通过 REITs 等金融化手段实现出表或有充足的资

金池保持其持续投入，那么大体量酒店业务的存在毫无疑问将是企业长期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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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富力地产酒店运营业务净利润走势（亿元）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企业年报 

5.2.2城市更新业务发展如何平衡？ 

要数城市更新领域的风流人物，除佳兆业之外，必看富力地产。富力地产在城市更新领

域久负盛名，“广州每一根烟囱倒下，都有富力一份功劳”便是其最佳的名片，其在城市更

新领域已有多年沉淀，其城市更新业务范围也在全国多城市全面铺开，太原、西安等企业深

耕城市也已在城市更新领域捕捉到富力地产的身影。 

2019 年富力地产在组织架构上进行了相应调整，4 月成立城市更新集团，并相继在陕

西、华北、深莞惠等地成立城市更新集团。截止 2019年末在手资源 70+个，总可售资源 4000

万平米，92%位于一二线城市，短期内（1-2年内预计可转化）的项目资源约 1900亿元。 

 

图表：富力地产短期可转化城市更新项目 

项目资源 
可售面积（万

平米） 

目标均价（元/

平米） 

预计可售货值

（亿元） 

预计转化时

间 
状态 

广州陈田村 88 80,000 700+ 2020-2021 在建 

广州笔村 60 35,000  200+ 2020 在建 

广州茅岗村 110 50,000 500+ 2020-2021 在建 

广州田美村 8 33,000 ~26 2020-2021 在建 

西安 130 18,000  200+ 2019-2020 部分预售 

太原 300~400 10,000 300+ - - 

合计 ~800 24,000 ~1900 - -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业绩发布 

 

对富力地产而言，城市更新既是企业核心优势所在，但也是其现阶段一大负担，城市更

新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而当前融资形势严峻，企业又遭评级机构评级下调，融资难

度加剧，所以若城市更新项目不能成功实现转化，那么既占用了资源，又分散了企业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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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城市更新业务发展的资金和精力，这无疑是企业一大高风险点所在。 

5.2.3如何成功实现业绩变现？ 

当前，于地产行业而言，融资环境有一定边际改善，但是于企业而言融资形势分化明显，

而且从两会、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对地产行业的定调和当前政策变动趋势来看，“房住不

炒”的底线思维稳固，也就意味着，当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逐步消化，房地产行业的融资严

控形势仍将继续。而这就要求企业能够在销售端顺畅出货，最短时间内实现现金回流，最大

化提高自有资金利用率。 

所以，对于富力地产而言，其挑战也销售端。前文提到富力地产的土地储备总量相对充

裕，但是在业绩释放上存在一定制约，其中主要根源或在于土地储备资源结构问题： 

 一则或由于土地获取时间较长，较远期的货值或较多，新增可快速转化的货值占比相

对较少； 

二则，在货值的区域或城市分布上，部分区域或城市或因城市基本面支撑力欠佳，或因

政策制约（如海南等），或因疫情冲击（全球疫情流行，海外所储货值或阶段性面临去化难

题），企业或无法顺利实现货值的快速有效去化。 

富力地产的当务之急在于几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通过降价促销或是其他方法，以最快速度将现有货值去化，避免资金的沉

淀，拖累企业业绩发展； 

其二、投资布局的面已铺的较开，不宜再以城市数字为目标，城市容量有限的城市能收

缩即收缩，需要深耕的核心城市做好城市的业务深耕； 

其三、回流资金适时进行新货值的补充，加快企业的周转； 

其四、适时引入合作伙伴或战略投资者，减轻企业资金负担，降低企业负债率水平，降

低企业融资难度。 

富力地产能够在其他企业尚未成长起来之前高调绽放，企业自身的独特优势毋庸置疑，

而行业给予的挑战也无可避免，所以于企业而言，能够顺利从窘境中挣脱，并巩固好优势点， 

做好防御之举可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选择。 

六、 适度的、持续的、长期的才是核心的 

因各企业自身条件的差异存在，我们无法对为企业投资策略的优劣一概而论，企业的发

展模式必然利弊共生。富力地产的发展模式有其弊端，也有优势，其模式也给予其他企业一

定经验启示：无需求“最”，适度为佳。 

6.1有储备绝对是正向的，前提在于有能力消化 

对于一些成长型房企而言，充分利用杠杆大规模投资是保障发展的必备操作。而且或无

限制追求极致化，挑战企业承受极限值，这种做法于行业上行期确能为企业带来足够的资源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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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但若遇市场下行或偶然因素冲击，那么在手资源可能会成为企业发展的负累，制约企

业的成长。 

回归观察富力地产现金流量表，其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持续维持负向变动，对于外部资金

的依赖性严重，而这或说明企业处在扩张的端口，但对于企业而言也非完全利好的迹象，其

主要原因在于两点： 

第一、现有土地储备具有历史沉淀性，无法短期内成功变现。企业在投资上具有明显的

投机性，行业高点时大量囤地，然而大量拿地后，又遇市场下行，销售业绩目标无法实现，

土地储备进入沉淀周期，对企业资源形成占用和消耗； 

第二、销售业绩放缓，回款受影响，企业在新增土地上保持谨慎，因此无法获取可短期

变现的项目资源。 

富力地产储备土地的做法无可厚非，也是企业发展所必然做出的选择，但行业的下行始

料未及，以至于在历史的积淀下，企业被迫陷入无可回旋的境地。时也，运也，命也。所以，

对于谋求发展的企业而言，大手笔的囤积土地资源无可厚非，但是前提一定是在最坏的假设

下仍然能够顺利实现项目去化，保证不陷入失控状态。在当前的环境下，无论是房地产行业

政策态度，还是融资端风向，宽松向好的迹象都不明显，反而地产行业严格调控的态度相对

明朗，企业的项目去化未必能如市场 2016年高位时那么顺畅，因此，没有绝对资金优势的

企业不建议过多的过于集中的以杠杆换取土地储备，否则一旦市场出现超预期的负向变动，

那么企业风险爆发的风险料将陡升。 

6.2适度下沉可选，超越限度或成反作用力 

为了规模增长的需要，企业往往会最大化的挖掘城市的容量，将业务布局的范围扩大到

城市的边郊，城市的非核心区域，甚至于极低能级城市，这符合企业规模增长的逻辑，但从

客观上而言，非必然能够形成聚焦力，反而可能造成发展反向力：第一、非核心区域或城市

基本面或难具有有效的需求支撑基础，不仅不利于规模的实现，甚至造成库存积压和资金沉

淀；第二、城市容量都有上限，超越上限，那么城市的需求基础必定有所欠缺，所以对于城

市潜力的发掘需在既定的上限之下有尺度的布局，不宜越界而为。 

高规模和高增长是企业所乐见，也是多数企业的执着追求，所以在此过程中，企业往往

会最大化利用自身的潜质和能量去探索规模增长的可能实现路径。其中，也难免存在非理性

决策，而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了解城市的边界，在可控的范围内做选择，不保证完全无误，

尽可能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6.3以大本营稳固为先，基于此向外扩张 

观察富力地产的扩张逻辑可以发现，其属于早先外拓的企业，这或为当时时点华南企业

的公共选择，如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越秀地产，在当时的形势而言，这或有地理特性，

也或为行业趋势。 

但现如今来看，富力地产或多或少在华南的影响力是需巩固的，企业自身也在一定程度

上失去了在华南区域广泛布局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富力地产因旧改名声大噪，在华南更是

家喻户晓，可谓在华南掌握了一定先发优势，若其在高光时刻将大本营区域深耕化发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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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如今或又是另一番光景。对于想要全国化布局的企业而言，建议在向外走出去之前，

将大本营区域基础做扎实，一为外部扩张做基础准备，二是增强抗风险能力，若大本营区域

尚未实现透彻渗透前贸然外拓，一旦外拓不畅，再回头布局或已失最佳时机。 

6.4现金流行业也需要现金流，非现金流行业更需要 

除地产开发业务之外，企业也会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其他非开发领域，或非地产开发领域，

而其中非所有业务都为轻资产类的现金流式业务，更多的或为耗资型重资产业务类型，如商

业地产、文化、文旅业务、新能源等等，此类业务都需要有一定资金或现金流业务支撑，再

观察涉足此类业务的企业特点，或具有背景或资源优势，如华润置地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央企

背景优势，其在做商业地产开发运营时具有充足的保障，也可更从容将精力投入其中；融创

中国发力文化、文旅业务；中国恒大全身心投入新能源汽车领域；新城控股在商业地产领域

做的风生水起，客观而言，这些企业在融资上并无完全绝对优势，但其具有一大共同特点，

即具有强大的去化能力，能够通过自有现金流的应用支撑这类业务的发展。所以对于非现金

流行业或业务来说，拥有现金流支撑是发展的必要前提，或拥有资金获取的先天优势，或具

有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的业务和迅速将库存变现的能力。对于现金流式的业务，在行业平稳

发展运行时，其能够顺势稳定运行，但若遭遇非预期偶然性冲击，其亦需现金流支撑其发展，

即现金流业务也需有适度的现金流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企业的成功有时代之功，也有企业自身之劳。行业上行期，企业都能在时代的风口乘势

高飞，被时代成就，行业下行期，或脱离盲目发展期，企业的发展更需要自身的劳动以换取

自身的成长。当然，各家房企的发展逻辑都有其独特性和适应性，一家企业无法完全复制其

他企业的成功之道，但是却能从其他企业处学习并吸收优势之处，并以其他企业的经验启示

自身的决策，这也是当下房地产行业和企业成长的主要途径，因此，地产行业也呈现出“从

0到 1者寡，从 1到 N者众”的特点，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参与者，不可能每家企业都能在从

0到 1开辟新潮流，新趋势，从 1到 N做到精致者也能在行业的发展中赢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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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亿翰智库是一家以房地产行业的数据分析、行业研判、企业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隶

属亿翰股份，其专注于行业趋势、企业模型以及资本价值等多维度研究及应用；定期向业内、

资本市场等发布各类研究成果达数千次，亿翰智库力求打造中国房地产企业与资本的高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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