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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收紧”是2017年我国房地产
市场的关键点。在去杠杆叠加金融监
管趋严的大背景下，2017年，房地产行
业的融资难度随之大增。2017 年 1-
11月，108家房企融资总额为10014亿
元，同比下降 4%。事实上，这一数字
并未反映出房企融资的真实困难程
度，个别房企的高额融资拉高了整体
水平。比如2017年1-11月，恒大和阳
光城分别融得资金 1724 亿元和 1036
亿元，创下单个房企历年融资规模新
高。如剔除上述情况，2017年前11个
月的房企融资总额则为7254亿元，较
2016年全年下降31%。这意味着大部
分房企的融资额下降明显。

在传统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
房企开始寻找其他融资方式。目前来
看，行业融资结构正在被资产证券化
改变。2015年时，资产证券化仅占房
企融资总额的 0.3%；2017 年前 11 个
月，这一数字已提升至4.2%。在房企
大力发展租赁业务的趋势下，未来资

产证券化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升。
最重要的是，“房住不炒、租购并

举”预示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格局真的
要变了。

2017 年以来，租售并举、共有产
权、限售等房地产长效机制已经逐渐
落地。比如三亚等城市，取得不动产
登记证后5年才可以上市，这就使得新
房叠加两年左右的拿房本时间，杜绝
了炒房可能性。北京市住建委也表
示，今后五年本市将完成25万套共有
产权住房供地，通过增加中小套型住
房供应，合理制定价格，有效推动本市
住房价格平稳健康运行。这些做法的
核心是“房住不炒”，房地产回归平稳。

可以预见，租赁市场发展将成为
201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未
来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土地、金融和供
应模式等政策有望进一步细化并出
台。与此同时，2018年房地产短期调
控不会放松，同时长效机制建设加快，
调控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据新华网

新华社成都1月2日电（记者 李倩
薇）记者 2日从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
了解到，成都市国有租赁房源已上市，
首批推出2200余套房源，市民可以在成
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上进行租赁。

记者从该平台上看到，这些房源基
本位于主城区，从一居到四居都有，月租
金 470元起租。如何租到这些房子呢？
成都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有意向的市
民可以登录“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
台”首页，进入“国有住房租赁公司房源”
页面，点击“竞价人注册”进行注册，然后
选定所需房源，参与该套住房的竞价。

需要注意的是，竞价成功的个人
或机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与国有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逾期则视为无
效。租赁合同签订完成并按合同约
定交清费用后，即可按双方约定的交
房日期，租住所竞得的房源。想要提
前看房的市民，也可以拨打该套租赁
房源所留联系电话进行对接。

成都是全国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
城市之一，目前已组建了 4家国有住房
租赁公司，正全面开展国有存量住房清
理，盘活国有存量房源，后续还将推出更
多租赁房源，供有租住需求的市民选择。

成都推出首批2200余套
国有租赁房源

楼市密集调控一年
2018开启“租赁时代”

□ 周子勋

2017年，我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其中房地产市场发
挥了重要作用。多种迹象表明，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指导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已呈现收窄态势，未
来随着“去库存、去杠杆”的推进，国内房地产市场很可能
进一步降温。

过去20年中，没有哪一年的调控政策密集发布程度
接近2017年。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房地产行业已从高速增
长的“黄金十年”进入到政策周期波动幅度较大的“白银
时代”，全国已有110个城市累计发布250多次调控政策，
包括限购、限贷、限售、房贷和开发贷定向加息，在此之
下，2017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投资基本保持稳定。

从供给侧投资角度看，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在2015年降至1%“冰点”
后，在2016年逐步回升，2017年上半年
增速持续冲高，前 4 月累计增速达
9.3%，创近两年新高；此后缓步下行，前
11月累计同比增速维持在7.5%，较1-
10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这无疑说
明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更显稳
健、温和、理性。

此外，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速在
2017年年初由负转正后，一直保持着
稳步增长，土地市场热度不减，2017年
1- 9 月 份 土 地 成 交 累 计 同 比 上 升
12.2%，较2016年全年土地成交同比增
长3.4%有大幅增长，土地成交一直是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带动投资增长的领
先指标。但从资金来源上，定金、预收
款及按揭所占比例从原来的30%提高
到目前的 47%，投资资金更多依靠房
地产销售。由此，未来房地产投资或
将继续下降。

从需求侧看，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速从2017年初的25.1%回落到
2017年1-11月份的7.9%，其中，商品住
宅从23.7%回落到5.4%。商品房待售面

积从2017年1-2月的7.06亿平方米下
降到1-11月的5.96亿平方米，整体降幅
约15%，其中，住宅待售面积较年初最高
点减少6178万平方米。可见，2017年房
地产市场去库存取得积极进展。

一般而言，楼市库存水平与房价
涨跌直接相关。

从房价涨幅看，2017年，70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售价同比上涨的城市的
平均涨幅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从 2017 年 5 月份开始，上海、北
京出现房价环比“零增长”，深圳房价
环比下跌；到2017 年11 月份，11 个热
点城市新房价格跌回一年前，热点城
市的降温更是明显。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
场走势已逐步分化，一部分以去库存
为目标，另一部分大城市周边城市以
控房价为主。随着限购、限贷政策实
施及预售证的限发，以往热炒买房的
现象受到抑制，非理性需求得到有效
控制，这也从商品房销售数据上得以
反映。可以说，挤出投资、投机需求后
的市场，增幅以平稳下降的态势回落，
规避了更多市场过热的风险。

双桥恭和家园位于广渠路北侧，与杜
仲公园近在咫尺。项目建筑规模 3.68万平
方米，由“养老居室”“长期照料（医护）床
位”和“公共空间”三大主体部分构成，融合
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
势。其中养老居室 365 套、养护中心 39 间
共计68张床位，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书画
阅览、手工艺制作、家庭厨房等公共活动设
施，可为老年人提供长期居住、营养膳食、
医疗护理、居家服务、持续照料、康健娱乐
等服务。

每套居室内，均为无障碍设计。浴室
比一般浴室要大，并且安装了座椅，老人可
以坐着洗澡。为了防止老人忘带钥匙，开
门可以刷卡进入，老人离开房间，屋内可自
动断电。室内还安装了紧急呼叫器。“老人
按一下呼叫器，24小时值守医护人员会立
即赶来。”养老社区投资运营方负责人说。

恭和养老院院长庞蕾介绍，老人在此
可以获得生活管家服务，包括处理生活中
遇到的起居等问题，以及享受由社工提供
的服务、参与重大节日举行的主题活动。
此外，最重要的是能享受到定期健康评估、
健康咨询等医护服务。“这种模式打通了居
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互独立的养老供给格
局，实现养老服务体系有机对接。通过镶
嵌在养老服务设施中的居室出售，让老年
人在自己家就可以享受养老机构的专业化
服务。”庞蕾说。

按照规定，这 365间养老居室是以“按
份共有”方式销售的不动产产权。即：投资
商永续持有每间居室 5%的产权，95%份额
出售给家有60岁以上老人的居民。住宅部
分归企业所属的 5%产权不能转卖，需由企
业长期持有、运营，购房者可以购买、出售
其余 95%的产权，年限为 50 年。获得产权
后可以与普通商品房一样出租、出售，价格
由买卖双方自主确定，收益也将归卖方所
有。但唯一的条件是，买房或者租房的人，
家中也必须要有60岁以上的老人。

“产权持有者都将拥有50年的‘不动产
登记证’，赋予了购买者对养老居室的资产
权属。”李红兵表示，“在世有资产，离世有
遗产”将不再是梦想。

许多企业看中了养老产业这块诱人的蛋糕。
然而，由于养老相关产业存在前期投入高、回本周
期过长、利润相对微薄的情况，部分实力不够雄厚
的企业始终对投资这一领域较为谨慎。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养老机构盈利模式大
体分为重资产模式和轻资产模式。重资产模式大
多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转型而来，通过公开市场拿
地，以产权销售为核心，快速回笼资金，但进入门
槛较高。轻资产模式则以运营为核心，收入来源
主要为床位费和护理费，资金回收较慢，难以实现
快速扩张。

李红兵直言，养老服务领域中，投资方在土地
购买、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大量投入，给后续的管理
服务带来较大负担，直接影响到服务质量。共有
产权试点，释放了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可以使投资

方快速收回重资产投入，“轻装”开展养老服务。
这种模式，预期将激活养老服务市场，吸引更多社
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

根据《共有产权养老服务设施试点方案》，恭
和家园的养老居室由养老服务企业与符合条件的
购买者共同持有，其中企业只占 5%的份额，这无
疑大大减轻了养老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有利于
资金快速回笼。

另一方面，配套约占总面积 40%的医疗、护
理、餐饮等公共服务设施，由企业持有经营。“投资
商仅仅销售养老居室，不能实现盈利。相反，投资
商如果信守为老服务承诺，将这些功能很强的养
老设施妥善经营，在社会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将成
为良好的经营性资产。”恭和家园运营方乐成集团
副总裁高峻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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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家享服务
房子能拿产权证

企业资金回笼快
兑现服务才盈利

多种措施防投机
确保养老不跑偏

目前，试点项目恭和家园养老居室的售价为
每平方米 4万元左右，明显低于周边二手房价格。
与此同时，买卖恭和家园养老居室，不受北京现行
普通商品房限购政策影响。

那么，共有产权居室会不会成为投资者竞逐
的目标，违背了养老初衷呢？北京市民政局、市规
划国土委和市住建委多位负责人都强调，这是一
个养老项目，不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养老企业虽
然只承担 5%的居室产权，但却拥有公共空间的完
全产权，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对未来的养老服务提
供永续的专业经营。

北京市规土委副主任谢俊奇介绍，项目的用
地性质属于经营性养老设施，不适用房地产的土
地利用政策。市规土委将加大监管力度，严禁以
养老机构的名义搞房地产开发，严禁以养老为名
开展无关的活动，严禁改变土地使用性质。

高峻松表示，为确保试点项目的养老服务用
途，在政府及有关部门指导下，投资方设置了一系
列防范试点政策滥用的举措。比如开展购买资格
评估，先确认养老服务需求。乐成公司组建评估
团队，对意向客户开展生活自理能力、居家环境、
精神卫生及社会关系等评估，了解客户身份真实
性、购房目的、服务需求等。评估结束后，出具评

估报告，定制服务清单，建立客户信息档案，档案
还要交民政部门审核备案。

与此同时，每一名入住者在签署《购房协议》前，
需支付每月3000元的“基础服务费”，用于为老年人
提供膳食管理、健康管理及物业管理等基础服务。

“这笔费用，无论居室是否空置，都要收取。这样也
是杜绝购买者以各种理由将养老房挪作他用。”试点
项目企业负责人说。

以试点项目每平方米4万元的售价计算，一户
79平方米的项目，全款为 316万元，50年所需缴纳
的服务费为 180 万元，这相当于共需缴款 496 万
元，合每平方米 6.3万元左右，较周边普通商品房
已经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此外，由于该项目完全按照养老建筑规范建
造，用于养老照料、医疗康复、膳食管理的公共空
间占项目总面积 40%。由于公共活动空间占比较
高，相对于普通住宅，这种养老用房得房率偏低，
只有65%左右。无专业服务需求的年轻人购买，是
很不划算的。

李红兵强调，该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政府都是
可控的。“房子是用来住的，养老服务设施是用来
养老的。在政府可控的情况下，老年人有了新的
选择。” 据《人民日报》

共有产权房 养老新选项

北京推出了共有产权养老试点项目——朝阳区恭和家园：每间居室5%的产权由投资商永续
持有，另外95%出售给家有60岁以上老人的居民，允许出售。

这种模式下，老人可以在家中享受养老服务，企业也可以快速回笼资金，“轻装”上阵。同时，小
区总面积约40%用来配套医疗、餐饮等公共服务设施，由企业持有经营。此外，还通过一系列措施，

保证投资商要想实现盈利，必须靠提供养老服务，而不能靠卖房子，使养老房真正用于养老。
截至1月2日，全国首个共有产权养老试点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恭和家园，已认购签约养老居室

143套。这标志着北京共有产权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项目探索出了‘居室分割定向出售、公共服务空间持有经营、限龄人群居住’的共有产权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模式，吸引了社会优质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破解了建设养老设施资本流动性的瓶颈，有效解决了社会群
众多元化多样性养老服务需求。”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说。

这一模式究竟如何运行？能否为老人带来更多的获得感？为我国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记者进行
了采访。

热点城市降温明显 需求端去库存显效

2018年调控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