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撒网模式不灵了 头部房企首季销售增速明显放缓

热点城市成“香饽饽” 土拍热情回升

本报记者 董添

上市房企近日陆续披露一季度销售业绩，绝大多数房企销售金额实现同比增长，但销售增速出现明显分化。 头部房企由于布局较广泛，而很多非热点地区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完全走出疫情影响，导致销售明显放缓。 相比之下，很多布局热点区域的大中型房企，一季度销售明显升温。 从房企融资情况看，3月以来，房企更青睐境内融资，融资规模明显扩大，融资成本则出现下降趋势。

分化明显

从房企披露的销售金额看，疫情影响逐步转淡，多数房企一季度销售金额同比增幅较大。

融创中国发布的3月销售简报显示，3月集团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478.6亿元，同比增长55%，合同销售面积约327.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均价约14610元/平方米。 截至2021年3月底，集团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1162.8亿元，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约769.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均价约15110元/平方米。

从房企所在等级看，一季度房企不同阵营销售分化明显，头部超级阵营销售增速明显小于其他阵营。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销售金额在1000亿元以上超级阵营共5家，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45.6%。 销售金额在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第一阵营房企共10家，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100.1%。 销售金额在200亿元至500亿元的第二阵营房企有33家，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108.2%；销售金额在100亿元至200亿元的第三阵营为28家，销售额均值为131.3亿元，同比增长达104.5%。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头部房企一季度增速明显放缓，但回款率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好转。

中国恒大4月6日晚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3月实现合约销售额648亿元，同比增长4.4%；合约销售面积78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实现回款额651.6亿元。 前3个月，公司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额1531.5亿元，同比增长3.9%；合约销售面积17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8%；累计回款1342.8亿元，同比增长18.3%。

青睐境内融资

机构数据 显示， 3月 以来，房 企境内融 资与海 外融资 规模呈 现分化趋 势，两者 发行规 模差额拉 大。 相较 于海外 债，房企 更多发行 国内信 用债进 行市场 融资。 具体 来看， 3月 房地产 境内信用 债发行 规模为 714 . 41亿元，相 比 2月 190 . 71亿元 出现大 幅增长 ； 3月份 ，房 企海外债 发行规 模为 153 . 5亿 元，相比 2月 的 290 . 89亿元 ，环比降幅达89.5%。

从融资成 本来看 ， 3月信用 债融资成 本下降 ，海外债 融资成 本上升。 其 中，境内 信用债 平均利率 为 4 . 51 % ，环比 下降 0 . 81个 百分点 ；海外债平 均利率 为 7 . 92 % ，同比 上升 1 . 29个 百分点。

从房企近期披露的融资情况看，境内融资利率整体较低，且融资期限整体较高。 4月7日，华侨城A发布公告称，公司成功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告显示，本次债券发行时间自2021年4月2日至2021年4月7日。 本期债券实际发行金额17.6亿元。 品种一发行规模为2.6亿元，票面利率为3.55%，发行期限为 5年期，在第3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简称为“21侨城05” ；品种二发行规模为 15亿元，票面利率为3 .95%，发行期限为7年期，在第 5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简称为“21侨城06” 。

土拍市场竞争加剧

房企拿地热情出现回温。 1-3月，TOP100企业拿地总额5588亿元，拿地规模同比增长22.7%。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近期重点监测城市土地供求量双双上涨，受热点三线城市多宗高价土地成交，成交地价出现环比上涨。 在供地新政的影响下，热点城市土拍热度仍在升温，特别是长三角区域，无论是主城区还是下辖区县，均有土地以高溢价成交。 三四线城市土地的平均溢价率也突破3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

“两集中”供地新政出台以来，各地都在积极践行这一土地出让政策。 长春于3月15日挂牌首批51宗集中出让地块，成为新政的首个正式执行者，广州、无锡、天津、北京、重庆也先后挂出首批集中出让地块。

4月7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重庆市市辖区2021年住宅用地“两集中” 出让第一批次公告》，共供应 119宗住宅用地，起始价总计 549 .23亿元。 重庆市市辖区2021年计划供应商品住宅用地 30210亩，第一批次公告时间为 2021年4月7日，第一批次供应商品住宅用地约 11280亩。 其中，中心城区涉及46宗 ，约6400亩，其他市辖区 73宗，约4880亩 。 第二、三批次出让公告时间拟定于2021年7-8月 、9-10月，具体时间以正式公告为准。

随着供地计划相继出炉，入市优质地块数量也明显上涨。 北京首批共推出30宗地，中心城区海淀、朝阳等也有多宗土地供应，为了控制地价平稳，区位较好的项目均将采取“限价+现场竞报政府持有商品住宅产权份额”等交易方式；天津集中挂牌了58宗住宅用地，南开、西青等核心区域均有优质宅地供应；无锡也于3月29日挂牌了首批集中出让宅地，共涉及16宗。

从首批已经集中供地的城市看，首批挂牌的土地规模整体较大。 其中，北京和广州首批供应宅地面积占比分别为56%和55%，热点城市宅地供应较充裕。 天津的这一比重也达到45%，供地节奏快于往年。

除了采取集中出让方式的土地外，温州、台州、绍兴、义乌等长三角城市也均有多宗土地推出。

业内人士指出，从目前挂牌情况看，接下来一段时间，土拍焦点将集中在这些大批量供应土地的热点城市，尤其是北京，起拍价超过 3万元/平方米的土地高达 16宗，其中不乏起拍价超过 5万元/平方米的优质地块。 另外，广州白云区永泰客运站地块的起拍价高达2 .7万元 /平方米。 竞拍热度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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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国际董事长陆鹏程：

做氢能冶金“吃螃蟹”者

为钢企碳减排提供全流程服务

●本报记者 张军

“下一步公司将为推动钢铁行

业及相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

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

‘碳中和’ 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 中

钢国际董事长陆鹏程日前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钢国际EPC总承包的中国宝

武八一钢铁富氢碳循环高炉试验项

目，预计可以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在陆鹏程看来，这对行业具有

标志性意义，富氢碳循环高炉有望成

为炼铁技术发展趋势之一。

布局氢能冶金

全球最大钢铁集团中国宝武

日前公布了碳减排时间表，2023年

力争实现 “碳达峰” ，2025年具备

减碳30%工艺技术能力，2035年力

争减碳30%，2050年力争实现“碳

中和” 。

随着这份计划的公布，一同引发

行业关注的是中国宝武全球绿色低

碳创新研究基地正在进行的绿色先

锋项目———八一钢铁富氢碳循环高

炉试验项目。该试验项目由中国宝武

打造，中钢国际EPC总承包。

“这个试验项目可以说在全球

范围内没有先例可借鉴，对行业具有

标志性意义。 ” 陆鹏程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未来富氢碳循环有望成为

炼铁技术发展趋势之一。

中钢国际方面披露的资料显示，

富氢碳循环高炉试验项目分两个阶

段进行研究、改造实施：第一阶段主

要包括煤气净化、加压，风口冷煤气

喷吹，改造完成后实现富氧、富氢冶

炼。目前，第一阶段已进入施工阶段，

预计2021年6月投用。 第二阶段包括

煤气重整、加热、热煤气喷吹、炉型改

造等，改造完成运行后，系统具备全

氧、富氢、顶煤气自循环冶炼条件。中

钢国际正负责可行性研究工作，预计

项目将于2021年下半年启动。

“这个试验项目不仅能大幅提

高冶炼炉利用系数，还可以减少3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陆鹏程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

同时，中钢国际的另一个项目于

近期签约。 3月20日，中钢国际与河

钢宣钢签约，共同打造氢能源开发和

利用工程示范项目。中钢国际方面公

布的资料显示，该项目采用的核心技

术是中钢设备战略合作伙伴Tenova

公司的Energiron-ZR零重整技术，

预计每年减碳幅度高达60%。

在陆鹏程看来，“公司提前布局

氢冶金的技术研发和攻关，未来几十

年，以氢冶金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将给

今天的炼钢工艺带来革命性变化。氢

代替化石燃料和利用碳捕获、利用与

储存（CCUS）技术防止排放，将成

为钢铁行业减少碳排放的终极解决

方案。 ”

中钢国际2020年年报显示，公

司旗下中钢天澄自主研发的钢铁窑

炉烟尘细颗粒物超低排放预荷电袋

滤器与传统袋式除尘技术相比，颗粒

物排放浓度下降30%-50%，运行阻

力能耗降低40%以上，单位产品钢耗

量降低25%。

中泰证券研报称，中钢天澄是

武汉上市后备“金种子” 企业。 随

着“碳中和” 不断推进和落实，中

钢天澄有望深度受益，实现业绩稳

定增长。

中钢国际提出，未来公司将以绿

色发展为引领，打造低碳冶金技术核

心竞争优势；以智慧化为支撑，服务

钢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在“碳中和” 目标下，钢铁、水

泥、有色等行业的碳减排时间和路径

备受市场关注。钢铁行业作为排放大

户，更是受到行业关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冶

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新创

日前表示， 钢铁行业目前提出力争

在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的总体

目标。

作为冶金行业的上游技术方，中

钢国际提出，“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

秉持“成为‘一带一路’ 的排头兵、

绿色发展的先行者、智慧钢铁的贡献

者” 的新阶段企业使命。

中钢国际全资子公司中钢安环

院是工信部认定的第一批节能与绿

色发展评价中心、武汉市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业务支撑单位。中钢安环院为

钢铁企业碳减排、碳核查、碳交易等

提供技术与服务支撑。

陆鹏程表示，中钢安环院承接了

《武汉市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 试

点评估和“十四五”规划》项目、《钢

铁行业短流程和长流程碳排放计算

技术开发》课题等咨询服务。

“下一步，公司将巩固在带式焙

烧机球团、高端长材轧制等绿色低碳

冶金技术工艺的市场竞争优势；结合

行业发展趋势超前布局，加快低碳冶

炼工艺技术、短流程技术、氢能炼钢

等低碳冶金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和

整合，实现公司在冶金低碳前沿技术

领域‘先走一步’ 的目标。 ” 陆鹏程

表示。

陆鹏程同时提出，“公司还计划

开展绿色低碳市场相关咨询服务和

节能低碳战略规划服务，为推动钢铁

行业及相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

推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

‘碳中和’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

他的计划是，未来公司将继续加

码研发，将公司打造成国际一流技术

型的工程公司，为钢铁行业提供增值

服务。 同时，将中钢安环院打造成专

业化服务公司， 定位为行业智库、方

案解决商，“让它成为行业的一个

IP”“预计未来盈利水平也会有较大

提升。 ”

碳减排孕育交易市场

继中国宝武之后，河钢集团也公

布了碳减排行动计划。 市场猜测，钢

铁行业或是继电力行业后优先纳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业之一。

钢铁行业优先纳入的条件是什

么？“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

可以计算的，虽然方法比较复杂。 ”

陆鹏程指出。

他表示，中国宝武公布的时间表

是2023年实现“碳达峰” ，已经是走

在很前面了。 对钢铁行业整体而言，

预计会晚几年达标。未来钢铁行业的

转型升级和绿色新技术会淘汰传统

的冶炼技术，新的氧气高炉、氢能开

发技术会发展起来， 行业绿色化、低

碳化的改造空间巨大，而且进展会快

于预期。 企业会抢着做优等生，因为

越快越有竞争力。

陆鹏程认为， 钢铁行业“碳中

和” 的路径包括：长流程聚焦能效升

级，推动长流程向短流程转型，在前

沿减排零碳技术上实现突破 （氢代

替化石燃料和CCUS技术）， 从根本

上减少全行业的碳排放；开发高端钢

铁产品，科学合理用钢，促进社会转

型；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用百分百

可回收材料实现环境友好。

“未来，中钢安环院会承接企业

的碳资产管理项目， 包括排放管理、

排放业务咨询、碳交易服务等，这里

面包含了很多机会。 ” 陆鹏程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

中钢国际披露的一季度业绩预

告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亿元-1.4亿

元， 同比大幅增长1204.22%-1487.

75%。 对于业绩大增的原因，公司表

示，报告期内，公司立足“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聚焦绿色低碳业务，强化

技术营销，以科技创新为发展赋能。

分化明显

从房企披露的销售金额看， 疫情

影响逐步转淡， 多数房企一季度销售

金额同比增幅较大。

融创中国发布的3月销售简报显

示，3月集团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478.6亿元，同比增长55%，合同销售

面积约327.6万平方米，合同销售均价

约14610元/平方米。 截至2021年3月

底， 集团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1162.8亿元，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

合同销售面积约769.6万平方米，合同

销售均价约15110元/平方米。

从房企所在等级看， 一季度房企

不同阵营销售分化明显， 头部超级阵

营销售增速明显小于其他阵营。 中指

研究院数据显示，销售金额在1000亿

元以上超级阵营共5家， 销售额增长

率均值为45.6%。销售金额在500亿元

到1000亿元之间的第一阵营房企共

10家， 销售额增长率均值为100.1%。

销售金额在200亿元至500亿元的第

二阵营房企有33家，销售额增长率均

值为108.2%； 销售金额在100亿元至

200亿元的第三阵营为28家， 销售额

均值为 131.3亿元 ， 同比 增长达

104.5%。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头部房企一

季度增速明显放缓， 但回款率等财务

指标出现一定好转。

中国恒大4月6日晚发布的公告

显示，公司3月实现合约销售额648亿

元，同比增长4.4%；合约销售面积78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实现回款额

651.6亿元。前3个月，公司累计实现合

约销售额1531.5亿元，同比增长3.9%；

合约销售面积1788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7.8%；累计回款1342.8亿元，同比增

长18.3%。

青睐境内融资

机构数据显示，3月以来，房企境

内融资与海外融资规模呈现分化趋

势，两者发行规模差额拉大。 相较于

海外债，房企更多发行国内信用债进

行市场融资。具体来看，3月房地产境

内信用债发行规模为714.41亿元，相

比2月190.71亿元出现大幅增长；3月

份， 房企海外债发行规模为153.5亿

元，相比2月的290.89亿元，环比降幅

达89.5%。

从融资成本来看，3月信用债融

资成本下降， 海外债融资成本上升。

其中 ， 境内信 用债 平均 利率为

4.51%，环比下降0.81个百分点；海外

债平均利率为7.92%， 同比上升1.29

个百分点。

从房企近期披露的融资情况看，

境内融资利率整体较低， 且融资期限

整体较高。4月7日，华侨城A发布公告

称， 公司成功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告

显示， 本次债券发行时间自2021年4

月2日至2021年4月7日。 本期债券实

际发行金额17.6亿元。 品种一发行规

模为2.6亿元，票面利率为3.55%，发行

期限为5年期，在第3年末附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债券简称为“21侨城05” ；品种

二发行规模为15亿元， 票面利率为

3.95%，发行期限为7年期，在第5年末

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简称为“21侨

城06” 。

土拍市场竞争加剧

房企拿地热情出现回温。 1-3月，

TOP100企业拿地总额5588亿元，拿

地规模同比增长22.7%。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近期

重点监测城市土地供求量双双上涨，

受热点三线城市多宗高价土地成交，

成交地价出现环比上涨。 在供地新政

的影响下， 热点城市土拍热度仍在升

温，特别是长三角区域，无论是主城区

还是下辖区县， 均有土地以高溢价成

交。 三四线城市土地的平均溢价率也

突破3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

“两集中” 供地新政出台以来，各

地都在积极践行这一土地出让政策。

长春于3月15日挂牌首批51宗集中出

让地块，成为新政的首个正式执行者，

广州、无锡、天津、北京、重庆也先后挂

出首批集中出让地块。

4月7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发布 《重庆市市辖区2021年住宅

用地“两集中” 出让第一批次公告》，

共供应119宗住宅用地， 起始价总计

549.23亿元。 重庆市市辖区2021年计

划供应商品住宅用地30210亩， 第一

批次公告时间为2021年4月7日，第一

批次供应商品住宅用地约11280亩。

其中，中心城区涉及46宗，约6400亩，

其他市辖区73宗，约4880亩。第二、三

批次出让公告时间拟定于2021年

7-8月、9-10月， 具体时间以正式公

告为准。

随着供地计划相继出炉， 入市优

质地块数量也明显上涨。 北京首批共

推出30宗地，中心城区海淀、朝阳等也

有多宗土地供应，为了控制地价平稳，

区位较好的项目均将采取 “限价+现

场竞报政府持有商品住宅产权份额”

等交易方式； 天津集中挂牌了58宗住

宅用地，南开、西青等核心区域均有优

质宅地供应；无锡也于3月29日挂牌了

首批集中出让宅地，共涉及16宗。

从首批已经集中供地的城市看，

首批挂牌的土地规模整体较大。其中，

北京和广州首批供应宅地面积占比分

别为56%和55%， 热点城市宅地供应

较充裕。天津的这一比重也达到45%，

供地节奏快于往年。

除了采取集中出让方式的土地

外，温州、台州、绍兴、义乌等长三角城

市也均有多宗土地推出。

业内人士指出，从目前挂牌情况

看，接下来一段时间，土拍焦点将集

中在这些大批量供应土地的热点城

市，尤其是北京，起拍价超过3万元/

平方米的土地高达16宗，其中不乏起

拍价超过5万元/平方米的优质地块。

另外，广州白云区永泰客运站地块的

起拍价高达2.7万元/平方米。 竞拍热

度仍将延续。

上市房企近日陆

续披露一季度销售业

绩， 绝大多数房企销

售金额实现同比增

长， 但销售增速出现

明显分化。 头部房企

由于布局较广泛，而

很多非热点地区房地

产市场还没有完全走

出疫情影响， 导致销

售明显放缓。 相比之

下， 很多布局热点区

域的大中型房企，一

季度销售明显升温。

从房企融资情况看，3

月以来， 房企更青睐

境内融资， 融资规模

明显扩大， 融资成本

则出现下降趋势。

●本报记者 董添

广撒网模式不灵了 头部房企首季销售增速明显放缓

热点城市成“香饽饽” 土拍热情回升

高端板材撑起首钢股份业绩大幅增长

电工钢产品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本报记者 张军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是汽车

板、电工钢、镀锡板等高端产品的成

功。” 首钢股份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陈益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首钢股份4月6日晚发布的公告显

示 ，2020 年公司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51.72%，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最高达到

去年同期的4.5倍。 业绩大幅增长的原

因是产品销售大增，产品畅销则是由于

公司产品符合“碳中和”背景下的用钢

需求，可有效降低下游产品的碳排放。

业绩大幅增长

首钢股份披露的2020年业绩快报

显示，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约

800亿元，同比增长16.24%；净利润为

17.99亿元，同比增长51.72%。 公司预

计今年一季度净利润为10亿元-11亿

元，同比增长406%-457%。

“这主要得益于公司汽车板、电工

钢、镀锡板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成功。 ”

陈益告诉记者。

以电工钢为例， 公司电工钢产线

2010年正式投产，截至2020年底，累计

有7个首发产品， 无取向电工钢形成4

大系列107个牌号的产品体系。 首钢股

份是全球掌握低温高磁感取向电工钢

工艺技术的四家钢企之一，公司电工钢

产品在500多台500kV及以上超、特高

压变压器上应用。

陈益表示，公司电工钢产品实现了

家电领域美的、格力、松下等高端客户

全覆盖， 成为大众MEB平台的主要供

应商，具备向日、欧、美等新能源车型全

系列产品供货的能力。

可降低碳排量

对钢企而言，在“碳中和”目标下，

如何快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

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留给企业思

考和需要解答的问题。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李新创近期表

示， 目前钢铁行业提出力争在2025年

前实现碳排放达峰的总体目标。

钢铁产品端如何助力 “碳达峰”

“碳中和” ？“理论上，一台家用变频空

调使用公司电工钢每年可节电36度，

一辆新能源轿车使用公司电工钢每年

可节电375度，一台变压器使用公司电

工钢每年可降低损耗7600度。”陈益对

记者表示。

首钢股份总经理刘建辉近日公开

表示， 首钢股份通过服务于轻量化设

计、轻量化材料、轻量化制造技术的集

成与应用，增加产品技术附加值，降低

了钢铁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量。

市场空间较大

电工钢市场方面，据国家电力规划

研究中心预测， 到2030年全国需电量

将达到10万亿-11万亿千瓦时左右

（2010年为4.23万亿千瓦时，2020年为

7.5万亿千瓦时， 上个十年年均增长

6%），年复合增速约4%。 机构预计，受

电力需求增长，无取向电工钢需求的年

复合增速将达到4%， 无取向高牌号和

取向HiB预计年增长10%。

“公司电工钢装备水平可为高端

产品制造提供支撑， 公司无取向

0.15mm、 取向0.18mm超薄产品均具

备量产能力。正在建设的六机架连续轧

机也是全球首套装备，可实现取向和无

取向超薄规格产品的连续生产，将进一

步提高公司高端产品比例和生产效

率。 ”陈益表示。

首钢股份方面披露，公司取向电工

钢还成功应用于清洁能源输电工程张

北-雄安特高压工程、白鹤滩及乌东德

水电站、港珠澳大桥、日本滨田太阳能

发电站等重点项目。

从行业发展看， 未来汽车产销量将

保持低速增长，总体用钢需求不断增加，

对高端汽车板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

汽车板产品方面，首钢股份具备先

期介入（即EVI服务）能力，可为车企

在车型项目启动、车身设计、样件试制、

量产阶段提供多途径板材解决方案，包

括车型逆向开发、正向设计、轻量化、技

术降本等，可提供冲压、焊装、涂装等全

方位的技术支持。

公司的镀锡板实现国内高端客户

全覆盖及部分进口材料替代，产品突破

0.11mm极限规格，具备5G超薄规格电

子产品用钢供货能力。

“公司业绩是可以抵御周期性的，

凭借的是我们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

战略产品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 今年1

月，国内销量排名前十的新能源汽车品

牌有7家用我们的电工钢，且销售最好

的车企，我们是主要供应商；在‘碳达

峰’‘碳中和’ 背景下，首钢股份的效

益有望稳步提升，公司的优势会进一步

体现。 ”陈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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