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售压力增大 房企料加快“跑量”

□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在银根收紧的情况下， 浙江兴润置业

资金链断裂引发债务违约风波， 让业界对

房企今年的资金风险格外关注。Wind资讯

统计，截至4月1日，A股共有81家房企公布

了2013年年报， 库存增加的企业占比超过

六成。

尽管去年是房地产业的“丰收年” ，多

数房企业绩靓丽，但高杠杆、高负债和高资

金成本所驱动的以债养债发展模式， 使得

房企债务风险越来越高。业内人士认为，新

一轮高库存下半年将至， 加上不容乐观的

货币政策和销售形势， 预计今年房企会加

速跑量，房价松动或更普遍。

新一轮高库存将至

由于房企年报中存货数据比较笼统，

并不能直接得到公众最关心的库存现房以

及已取得预售证但暂未售出的期房的准确

数据。 业界一般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为依据来测算房地产库存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末，全国商

品房待售面积为4.9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

35.2%，比2012年提高了8.2个百分点；而同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仅1.3亿平方米，同比增

长了17.3%， 比2012年提高15.5个百分。

2013年， 房屋新开工面积20.12亿平方米，

增长13.5%；房屋竣工面积10.14亿平方米，

增长2.0%。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认为， 尽管连续

两年热销， 但更大的潜在供应量和不容乐

观的销售形势，将会导致存货量再次上升，

而且增幅会很快， 今年下半年或将迎来新

一个库存高峰。

“房地产库存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的

水平， 这是我预测房价涨幅在2014年将出

现回落的主要原因。” 华远董事长任志强近

日表示。

81家房企中，库存上升的企业有51家，

占比达到62.9%。其中，大名城增长66%，中

航地产增长39%，陆家嘴增长36%，均属于

大幅增长的企业。

库存增加并不是三四线城市的“专属

品” 。 事实上，一线城市真实的楼盘销售并

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火爆。 以北京市场一

些“热销” 明星楼盘为例，北京住建委网签

数据显示，“V7西园” 去年8月23日、9月15

日先后拿到全部预售证， 截至今年3月11

日，签约套数比为39%。 另外，“燕西华府”

除二期没有具体信息外，2011年10月1日

开盘的一期、2012年1月1日开盘的三期、

2013年6月2日开盘的四期网签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3月11日， 签约套数比分别是

77%、65%、37%。

不少房企负责人预计，存货增多，销售

压力增大， 是房地产企业2014年所面临的

困境。而更为致命的是，2013年土地市场火

热，地价猛涨，多数房企高价拿地，若2014

年下半年新一轮库存高峰期到来， 新增库

存将具有地价高、售价高的特点，销售难度

更大，这对房企的资金链安全非常不利。

资金链风险将增大

中国证券报记者翻阅81家房企年报发

现，由于去年销售情况普遍良好，房企资金

状况略有好转。81家房企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总计2213.5亿元，同比增长5.49%；

平均资产负债率与上年基本持平，负债率低

于60%的有29家；60%-70%之间的有20

家；70%-80%的有23家；超过80%的有9家。

相比去年，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景

气度逐渐回落。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

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数据

显示，2014年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795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9.3%，增速比

去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

积1046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1%；商品房

销售额7090亿元，下降3.7%。

这反映到部分城市楼市状况， 即一些

楼盘降价促销，引发楼市崩盘论甚嚣尘上。

宋延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年来，大多

数房地产企业在追求行业排名和高增长惯

性驱使下，基本是以债养债的发展模式。兴

润置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债务违约风

波，让很多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今年会不会

有更多的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

宋延庆给出的答案是“会” 。 理由有三

点：一是目前市场上商品房库存量很大，潜

在供应量更大， 而今年的销售形势却不容

乐观；二是为了控制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已

逐步收紧对开发贷款、 经营性物业抵押贷

款和个人按揭贷款； 三是如果某些三四线

城市出现降价潮， 或某些中小房企出现资

金危机，很有可能引发恐慌而快速蔓延。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3月28日召开的万

科2013年股东大会上表示， 对中国房地产

行业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任志强则在

多个公开场合告诫房企， 对今年形势不要

盲目乐观。

事实上， 从房企2013年年报中可以测

算，除去房企自筹资金外，房企的外部资金

来源中，销售定金及预收款占46.2%；来自

银行贷款的比例占45.1%； 房地产基金、信

托、海外债券等其他资金仅占8.7%。“销售

回款和银行贷款仍占大头， 而今年银行贷

款紧缩，且销售情况不及去年，因此房企的

资金链风险会增大。 ” 宋延庆认为。

“内生风险”越来越大

不容乐观的资金状况， 以及下半年或

将到来的新一轮高库存期， 意味着今年可

能是房地产市场风险较高的一年。而且，与

前些年因外在调控所引发的风险不同，目

前的市场运行风险更多是“内生风险” ，也

就是地价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以债养

债发展模式等内因使风险累积越来越高。

“市场好的时候，无论多么严厉的调控，

效果都不明显；当现在调控放宽的时候，无论

多么小心地呵护着泡沫，也未必能如愿。敏感

的企业应该采取加快跑量、现金为王的策略，

适当、适时降价是有必要的。 ”宋延庆说。 继

杭州、 南京等地有项目出现大幅降价后，北

京、广州、深圳等地也有项目跟进。

不过，个别城市、个别项目的降价并不

具有代表性， 也并不意味着整个市场会出

现大规模下降的危机， 但多家房地产研究

机构预测，房价松动将在下半年更加普遍。

华业地产副总裁陈云峰曾表示，“从今

年前两个月的销售情况来看， 今年的市场

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差， 销售节奏要跟着市

场调整。 ”

宋延庆也认为， 在大范围降价潮出现

前， 房企要进一步加快消化库存， 回笼资

金。可能的话，力争上半年完成全年销售目

标的60%以上，减轻下半年的销售压力。 从

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推盘节奏来看，4月

份供应量大增，且大部分平价入市，预计二

季度会保持这种态势， 不少房企开始抢在

上半年尽量多的回笼资金。

证券简称 存货（万元）

资产负债率

（%）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万元）

首开股份

6,398,061.3518 83.2137 1,258,194.3029

万科

A 33,113,322.3279 77.9970 4,300,414.9173

保利地产

23,990,729.5956 77.9725 3,311,217.3949

招商地产

7,847,650.7471 70.9661 2,423,568.0921

大名城

1,137,903.9837 70.4569 158,656.3388

金融街

4,278,982.1875 67.8514 977,405.4409

世茂股份

2,080,766.1785 67.6055 541,852.8601

陆家嘴

2,077,159.2064 60.5942 314,114.9768

部分房企存货及资产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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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电器

聚焦“显示技术+内容应用”

海信电器日前在上海举办ULED新品上市发布会， 抛出

春季核心战略产品。海信电器总经理刘洪新表示，在下一个十

年，“显示技术+内容应用” 是海信电视实现全球市场目标的

工作重点， 海信将以高品质的视听享受和内容与交互的超值

体验持续积累用户，提高市场份额。

公司集中展示了XT900系列大屏幕4K� ULED产品以及

XT800系列曲面电视、K380U系列智能电视新产品。 其中，

ULED是海信春季核心战略新品，其在色彩饱和度、对比度表

现上和OLED相当，在亮度、技术成熟度方面比OLED更具优

势。 海信率先在大尺寸4K产品上应用ULED技术； 产品定价

上， 海信65英寸的4K� ULED产品还不到目前市场上55英寸

OLED产品售价的一半。在内容方面，海信已与国内11家主流

视频网站签约， 实现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范围的互联网视频

内容共享。（康书伟）

国中水务

获环境企业影响力大奖

在日前揭晓的第七届“2013中国环境企业与环境投资竞

争力” 大奖中，国中水务荣获环境企业影响力大奖。

该活动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环境投资联盟等单位

共同发起，已成功举办六届，是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

活动。

国中水务董事长朱勇军表示， 农村供排水设施建设与新

兴城镇化建设吻合，公司将以营造“碧水蓝天为己任” ，积极

布局农村及小城镇水务市场，同时借鉴其他现行企业、地方政

府解决问题的先进经验，逐步完善新的商业模式，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马越）

子公司参股中科唯实

林州重机拓展安防业务

林州重机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林重科技有限

公司4月1日与中科唯实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书》，以期在安防领域进行业务拓展。 根据协议，中

科林重和中科唯实原股东共同对中科唯实进行增资，其中：中

科林重以现金方式增资637万元， 中科唯实原股东增资63万

元。增资完成后，中科唯实的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增至1300万

元，中科林重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49%，中科唯实原股东出资

额占注册资本的51%。

根据公告，中科林重是一家面向工业自动化应用和信息

应用，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实施及技术服务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林州重机称，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中科林

重在安防领域的业务拓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但预计短

期内， 不会对中科林重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 （李香才）

隧道股份中标13亿工程大单

隧道股份4月1日晚公告，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基础设施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近日中标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南

外环（塔城至生米段）工程BT项目A3标（以下简称“南昌项

目” ），项目中标价为13.68亿元。

公告显示，南昌市绕城高速公路南外环（塔城至生米段）

工程BT项目A3标位于南昌市南昌县及红谷滩区， 是江西省

规划南昌市外环高速公路中的最后一段， 主要工程内容为高

架桥，长度约12.3公里，计划工期36个月。经初步测算，该项目

内部收益率预计约为8.6%。 （汪珺）

利源精制董事长王民：

立足转型 全面进入六大领域

□ 本报记者 马越 尹哲辉

2014年利源精制将以“技术转型研发、产品转型升级”

为主题，全面进入建筑、轨道交通、电力电子、机械制造、石油

化工、特种铝型材“六大”领域，确保业绩持续稳定增长，公司

董事长王民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3年利源精制实现营业收入187780万元， 同比增长

23.32%，实现净利润28995万元，同比增长43.51%，连续四年

保持净利润40%以上增长。综合毛利率也从2008年的15.8%稳

步提升至26.3%。王民称，面对2013年宏观经济下滑、行业萎靡

的形势，公司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

据王民介绍，近年来，利源精制进行了三次转型：2005年

从建筑铝型材向工业铝型材转型升级；2009年开始从工业铝

型材向铝材深加工转型升级；2013年从铝材深加工向装备制

造业转型。 特别是2010年以来，公司先后两次投入募集资金

共21亿元，实施“特殊铝型材及铝型材深加工项目” 、“大截

面交通运输铝型材项目” 以及“轨道交通车体材料深加工项

目” 。 公司积聚了一批业内最精良、高水平的加工装备，形成

了国际一流、完整的铝加工生产线，装备水平和技术能力达到

国际水平前列。

同时，公司技术研发和攻关也取得丰硕成果：2系、5系、7

系等硬合金研发获得突破；突破了挤压变径、变型的编程自动

化技术；工艺优化组合上获得突破。 通过技术突破，公司产品

全面达到了轿车用铝型材轻量化要求，并开拓国际市场。目前

公司已成为宝马、苹果、日本三井轨道交通、电子产品、石油化

工等领域许多国际知名企业的配套供应商，产品线不断延伸。

王民说，2013年11月，公司正式更名为“利源精制” 。 这

也是公司经营方向的重大转变，从传统、低端的铝加工业向精

密产品加工、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打开了公司的发展空间，

整体效益也将继续大幅度提高。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特殊铝型材及铝型材深

加工项目” 和“大截面交通运输铝型材项目” 已圆满完成，并

顺利投产；“轨道交通车体材料深加工项目” 除了16000吨挤

压生产线外，相关设备已全部到位。 上述项目的建设，使公司

具备了高水平轨道车体、车头的加工生产能力。目前车体已交

付客户试用，不久将完成车头的试制工作，将成为国内极少数

同时具备高等级列车车头、车体制造能力的企业。公司将分享

高速列车、城际列车发展的大蛋糕。

另外，公司深海钻探用铝型材的研制生产取得重大突破，

该产品将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升级中发挥重大作用。 作为该产

品唯一的国内供应商，公司将尽快使之产生效益，成为新的增

长点。

云南铜业锡业股份去年亏损逾10亿

吉恩镍业靠营业外收入扭亏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云南铜业、锡业股份和吉恩镍业4月1日

晚间披露年报。 其中，云南铜业和锡业股份

去年亏损分别达到14.96亿元和13.4亿元，吉

恩镍业实现净利润9854.05万元， 但主要是

转让矿山探矿权获得的营业外收入所致。

分析师表示，由于中国加快了去产能化

的步伐， 大宗商品产量预期未来会减少，对

于未来的经济刺激措施市场也是充满了期

待，有色品种近期出现了回暖的趋势，预计

有色股将底部企稳反弹。

价格下跌拖累

云南铜业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501亿

元， 同比增长22.72%， 净利润亏损14.96亿

元，上年同期盈利2488.7万元。

云南铜业表示， 有色金属市场行情下

滑，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跌。其中电解铜价格下跌7.27%，黄金价格下

跌16.74%，白银价格下跌38.29%。

吉恩镍业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3.69亿

元，同比下降5.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9854.05万元，扭亏为盈。 公司拟每10

股派现0.5元。

吉恩镍业表示， 国内镍价受到国际镍价走

势拖累持续在低位徘徊， 直接影响了公司产品

销售价格，导致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降低5.06%。公司扭亏主要由于公司全资孙公

司Jien� Canada�Mining� LTD.转让其拥有的

Gerido矿山探矿权，取得转让收益1.90亿元。

锡业股份2013年营业收入为219亿元，

同比增长34.68%， 净利润亏损13.4亿元，上

年同期盈利为5815万元。 公司表示，国内外

有色金属及贵金属行业低迷，价格持续下跌

影响，导致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 不过，

锡业股份之前预计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9000万元-1.1亿元，同比扭亏。

市场开始企稳

工信部数据显示，受境内外市场需求不

振以及市场供过于求的影响，2013年有色金

属价格低位振荡。 从全年看，国内铜、铝、铅、

锌现货年均价分别为53380元/吨、14556/

吨、14249元/吨和15178元/吨， 分别下降了

6.9%、7.1%、7.4%和0.5%。

据生意社价格监测，3月31日大宗商品

价格涨跌榜中有色板块环比上升的商品共7

种，涨幅前3的商品分别为镍、铜、铝。国内金

属现货市场疲软态势正在逐步改善。

由于月底贸易商资金压力较大，市场交

投有限， 并且近期有色市场走势仍然不稳

定，下游行业订单增加预计要到四五月份。

但近期行业内不断开始自行调整，如铝

业内再度掀起减产风等。生意社分析师范艳

霞预计短期内市场仍以震荡为主，但铝等部

分品种可能会有所好转，4月中下旬市场或

会开始反弹。

东北证券认为， 二季度有色金属可以

关注面临供给收缩冲击的基本金属， 包括

受到印尼出口政策冲击的镍和锡， 以及基

本面正在触底的电解铝行业； 其次， 稀土

永磁有望受益于风电装机容量提升、 新能

源汽车上量、 节能电机需求上升的共振，

行业景气度也在提升；第三，小金属方面，

稀土行业利空多已兑现， 行业正逐步向

好，海外需求回暖，行业整合稳步推进。 不

过， 海外产能释放或将压制整个行业。 不

受海外产能冲击的中重稀土资源值得关

注； 第四是符合转型方向的加工企业。 包

括符合制造业升级方向， 为高端装备制造

业、消费电子供应原材料的深加工企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趋严

工业除尘市场格局生变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雾霾治理“明星股” 三维丝4月1日发布

2013年年报， 除了高达521%的同比净利润

增幅外，公司在年报称“如果电除尘技术在

火力发电行业的应用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导

致客户使用袋式除尘改造应用减少的话” ，

公司可能会面临一系列风险。

业内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作为工业除尘行业上游的龙头企业，三维丝

的这一担忧投射出目前行业的新变化。近两

年被广为看好的袋式除尘技术以及由此催

生的对上游核心部件的需求可能逐渐走向

式微，而更高效且经济性居于优势的湿式电

除尘技术可能成为未来技术主流。

市场呼唤高效治霾技术

旷日持久的雾霾不断侵袭，尽管政策发

力，企业加码，但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收效甚

微。无论是政策方还是业界均在苦寻更好的

污染治理新技术及治理模式。

业内专家指出，从政策层面来讲，尽管

“十二五” 以来针对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制都被称为“史上最严” ，但霾毒至

深的现状仍在说明实现这一排放目标目前

并不理想。

兴业证券研究员分析，尽管国内污染物排

放标准已经与国际接轨， 但在同等排放标准

下，我国需要更高效的雾霾治理技术才能达到

排放标准。具体到产生PM2.5颗粒物最大源头

的工业烟粉领域， 从排放指标的定量水平来

看， 目前国际上普遍在5-50mg/Nm3的范

围，我国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均依此

定标。但应该注意的是，我国燃用的煤炭灰分

多数在25-30%，甚至更高水平，而国外多数

在10%以内。这也意味着在同等排放标准下，

需要更高效的除尘技术才能达到排放标准。

工业除尘市场格局生变

据了解，目前在工业除尘领域，治理的

主战场基本圈定在火电、钢铁、水泥等烟粉

尘排放大户上，而主流的治理技术是静电除

尘、袋式除尘以及新兴的电袋复合除尘。

在这些技术中，最被看好的当属袋式除

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的突出优势在于对不

同煤种的良好适应性。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表示，

袋式除尘技术的除尘效率较高， 特别是其除尘

后烟气排放指标更接近“排放”限值，而成为过

去两年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火电厂、水

泥等高污染行业的首选，因此也带动科林环保、

三维丝等袋式除尘设备及工程商业绩腾飞。

该专家表示，电除尘器靠增加电场已无

法完全达标；袋式除尘能够有效的实现达标

排放，但仍存在滤袋更换成本高、存在二次

污染等问题。 相比之下，电袋复合除尘器兼

具前两者技术的特点，目前市场空间正不断

扩大，但仍面临臭氧的腐蚀、运行阻力高、滤

袋寿命较高等缺陷。

上述券商分析师认为，除尘技术的不断

升级可能是三维丝等公司担忧自身风险的

最大缘由所在。目前湿式电除尘技术新工艺

越来越被认为将担当未来更高效除尘角色。

这一技术所催生的市场空间有望成为大气

污染治理的新崛起板块。

业内人士表示，湿式电除尘技术由于排

放颗粒物浓度低，且复合处理污染物效果明

显而被业界广为推崇。

据了解，目前国内参与湿法除尘技术研

发的公司包括菲达环保、龙净环保、西安热

工院等。其中部分企业已有示范项目开始运

行， 烟尘排放指标远低于20mg/m

3

的水平，

部分项目甚至达到5mg/m

3

。

菲达环保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去年1月

与日本三菱重工签署技术许可协议，引进三菱

重工的湿式电除尘技术。 作为高效除尘技术，

湿式电除尘技术在日本的火电行业得到广泛

应用。此外，公司还储备有旋转电极式除尘器、

电袋除尘器、 高频电源等多种高效除尘技术，

均能够用于火电行业现有的静电除尘器改造。

上述券商分析师认为， 自2013年开始，

电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新建除尘设施

及既有设施提标改造的市场空间可达700亿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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