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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当代置业公告称，公司发行一笔
2020年到期的1 . 5亿美元优先票据，票面利率高
达15 . 5%，而这只是房企融资成本高企的一个
缩影。2019年，面对已经迎来的还债高峰，房
企不得不高成本“借新还旧”，自寻出路摆脱
资金困局。

有业内人士认为，2019房企融资成本将
保持高位。在还款压力下，房企流动性较
弱，有着较高再融资需求的房企数量不断增
加，这将进一步加剧融资难度，融资成本或
再度提高。

131家房企负债7 . 89万亿元

2018年下半年，房企频频发布融资计划，
开卖股权，多渠道进行“补血”。背后原因则
是过去几年大规模举债快速扩张。

国金证券研究所报告显示，2014年房地产
企业发债规模从2013年的435 . 35亿元急剧上升
到3965亿元；2015年发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趋
势达到历史高点，为12456亿元，同比增长
214 . 15%。2016年融资规模9824亿元，2017年因
严监管下调至3286亿元，4年融资总额高达
29531亿元。

Wind数据显示，A股上市的131家房企中，
2018年第三季报负债合计7 . 89万亿元，较2017年
年底的6 . 6万亿元，增长19 . 5%。具体来看，万
科地产2018年第三季度负债1 . 22万亿元，较2017
年底的9786亿元，增幅高达24 . 5%；绿地控股
2018三季度负债总额8497亿元，较2017年底上
涨12 . 5%；保利地产负债总额从2017年底的5382
亿元，增至2018年第三季度的6845亿元，增幅
达27 . 18%。

在此背景下，房企负债率明显上调。Wind
数据显示，统计的131家房企中，2018年第三季
度较2017年底负债率上调的达76家，上调占比
达58%。其中，鲁商置业负债率从2017年的
93 . 96%增至94 . 09%；*ST天业从2017年的82 . 19%
增至91 . 49%；香江控股、光大嘉宝则分别从
56%和54 . 91%上升至74 . 15%和65 . 07%。

净负债率方面，喆安投资分析师刘敏表
示，在行业集中度加剧的整体背景下，大型
房企为进一步扩大规模，中小房企为避免在

规模战中落后被收购，纷纷加大财务杠杆，
多数房企净负债率超过80%的安全值。

2019年6 . 1万亿元债务待还

在房企负债大幅提升的背景下，房企有息
负债规模不断加剧。

“有借就有还”，在连续几年巨量融资
后，房企迎来了负债集中还款期。恒大研究院
报告显示，2018年下半年开始，房企逐步迎来
偿债高峰期。截至2018年6月底，除民间融资和
类金融机构贷款，房企有息负债余额约19 . 2万
亿元，规模最大的是房地产开发贷，其次是委
托贷款、信托融资、信用债、并购贷、海外债
和资产支持证券，分别为9 . 6万亿元、2 . 8万亿
元、2 . 4万亿元、2 . 2万亿元、0 . 6万亿元和0 . 3万
亿元。

从兑付规模来看，2018年下半年到2021年
到期规模分别为2 . 9万亿元、6 . 1万亿元、5 . 9万

亿元和3 . 4万亿元。
在此背景下，2018年房企频频融资，利率

大幅上升。Wind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
年，房地产行业共发行802只债券，规模高达
6807 . 4亿元。

除了发债融资外，房企还通过信托渠道高
价“补血”。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从信托资金配置领
域来看，投向房地产业的资金信托规模为2 . 62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的 2 . 5 1 万亿元仅略增
4 . 37%；投向房地产的信托余额在资金信托中
占比13 . 42%，较二季度末的占比上升1 . 1个百分
点。

另外，根据用益信托网最新数据显示，
2 0 1 8 年四季度以来， 6 8家信托公司共发行
2172 . 7亿元的集合房地产信托产品，产品平
均年收益率高达8 . 59%，而2017年同期则仅为
7 . 31%。

值得一提的是，除信托发行利率提升外，
房企海外发债利率也大幅上调。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此前在报告中指出，从
2018年11月来看，7家受评房企在境外发行债
券，过去1—2年其融资成本总体有所提高但债
券期限缩短。预计在融资需求的支撑下，中国
房地产业未来12个月开发商平均融资成本将继
续上升。

警惕房企债务风险加剧

2018年12月底，银亿股份宣布，因短期内
资金周转困难，致使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第
一期)未能如期偿付应付回售款本金，出现实
质性违约。

此前，五洲国际公告披露，集团目前已接
获多起重大法律诉讼或申索，合共要求赔偿金
额达到7 . 57亿元。由于该集团面临财政困难，
该集团未能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及责任。时隔半
个月，华业资本也发布公告称，公司2017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17华业资本CP001”未按
时足额偿付债务融资工具本息，已构成实质违
约。

刘敏指出，所谓的黄金十年，成就了房地
产业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为房企粗犷发
展所造成的产品同质化埋下了伏笔，同质化产
品所带来的规模化竞争成为今天房企负债高企
的根源。对于房企而言，所谓转型不仅仅是拓
宽融资渠道，寻找更低廉和长期的资金，关键
还在于如何变革自身的商业模式。在现行商业
模式下，高负债导致高周转，而高周转进一步
加剧高负债。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研究员张波表示，预
计2019年房地产行业规模化趋势仍将持续，中
小房企面临生死考验。中小型房企融资状态非
常不乐观，更多小型房企会通过选择和中大型
房企合作开发或被并购等方式继续生存，状况
不好的会离场。

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从现在来看，房企
资金风险依然可控，但规模化竞争格局下，房
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仍然迫切。因此，随着
房企负债到期的规模不断增加，房企的资金压
力加大，融资需求上涨，应警惕众多不可控因
素加剧房企债务风险。

（来源：《经济参考报》）

┬徐毅 苑国威

丰碑无言，华章静默。济南爱容整形美容医
院始终秉承“以真诚传播爱心、用医术缔造美
丽”的宗旨，10年来成功打造众多员工整形经典
案例，聚集了一大批整形美容医生，精研出一大
批独家优势项目，为众多求美者带来福音。

10年来，济南爱容整形美容医院，踏着先
行者铺就的道路，不断在平凡的岗位上掀起独
有的波澜。以专业之心，铸就品牌之路，以诚
信之美，浇灌秋月芳容。

美的需求，行业成长的基石

上世纪80年代起，规范化医疗美容项目刚
刚于国内起步。那时的美容外科仅包含双眼
皮、祛眼袋和隆鼻等寥寥几个项目，而且只能
在个别三甲医院中才能开展。甚至当时的求美
者都要背负家人和朋友的反对与不理解。在追
求美丽都好似错误的年代，整形美容行业却开
始坚强地萌芽。

果不其然，衣食的富足让人们对精神追求愈
发看重。“最开始人们观念还比较保守，即使选
择整形手术的人也不愿意声张。”济南爱容整形
美容医院院长张庆国在回忆当时的大环境时，也
不由得感慨，“其实不光求美者，就连医疗工作
者对整形的定位也经历了许多阶段。”

最早，整形美容外科只是烧伤整形科的一
个分支，是专门为烧伤病人进行面部修复的地
方，直到2000年左右，整形美容外科才随着求
美者的增加成为独立的科室。与此同时，美容
整形的专科机构开始出现，人们终于无需压抑
自己心中对美的追求。

逐步探索，形成自己的品牌

“最开始，美容整形科室还要依附于三甲
医院，独立品牌少，小有名气的就更是屈指可
数，而北方的医疗美容起步还要晚一些。”张
庆国介绍，2000年后，南方已经有不少品牌拥
有了最初的架构，但由于大众认知度的原因，
医美市场并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的状态。而随着
市场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医疗美容的安全
性，而医美机构也逐渐从单一的双眼皮、隆鼻
等手术，逐步向光子嫩肤、祛斑治疗、身材再
造等多方面发展。

也正是这个时候，张庆国在山东省会济
南，创立了省内第一家整形美容专科医院：
“兴趣是选择这个行业的首要原因，再加上当

时的省内市场还是一片净土，这也给日后的发
展增添了许多信心。”

随着第一家整形医院的成功创办，张庆国
也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
时广阔的用户需求，也鞭策张庆国向更高目标
迈进。张庆国在2008年重整医院的经营思路，
依靠多年来对自体脂肪填充的深入研究和了
解，建成以自体脂肪为特色的整形美容机构，
济南爱容整形美容医院的品牌自此正式创立！

回归医疗本质，重守行业规范

从2010年起，国内医美行业步入快速发展
阶段，各个科室也日趋成熟，除了传统的整形
项目以外，“玻尿酸”“肉毒素”等词汇也逐
渐进入大众视野。人们对整形的认识，也逐渐
脱离了传统手术印象，整形美容更多成为一种
对美丽的提升，而不只是对疾病或残缺的治
疗、修复。

爱容整形也在10年的厚积薄发中开始了自
己的成长期，爱容贯彻“规范化建院、高科技

兴院”的办院方针，秉承“真诚传播爱心，医
术缔造美丽”的服务宗旨，以专利技术为支
撑，整合国内外前沿医疗技术、设备、器械，
集成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牙科、美容
中医科四大临床科室；建立了中国首家自体脂
肪美容抗衰老临床研究基地，同时，引进德国
Body-jet水动力吸脂系统，韩国脂肪净化器等国
际尖端设备，不断实现技术的突破与革新。

随着顾客数量增长，爱容整形也更加注重
打牢自己的医疗基础，积极响应回归医疗本质
的号召。多年来，医院邀请高景恒教授、鲁开
化教授、王炜教授在内的40多位国内外知名专
家交流指导，建立了以张庆国为核心的“百人
医师团队”。在核心医师团队的带动下，爱容
先后荣获自体脂肪提纯器、自体脂肪精细填充
管、纳米脂肪过滤器、腔隙清理器、注射整形
填充针、乳房测量尺、隆胸手术分离器和隆胸
假体植入器在内的八大专利与一项自主知识产
权。张庆国本人更是被授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总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科研学术部名誉
主任、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分
会副会长等诸多殊荣。

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10年的风雨历程，让爱容人深切体会到了
规范化操作对医院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以
前，我们只需要告诉顾客医院在哪里就可以，
但现在我们不但要让顾客知道我们的品牌，还
要让顾客切实感受到我们的服务，让我们的真
诚对得起用户的信赖。”张庆国表示，在医美
品牌日趋繁荣发展的今天，也有许多机构的专
业性有所下降。

“用人不考量、资质不健全、药品不规
范，是现在医美行业的三大乱象。”张庆国
强调，如今的医疗美容行业将迎来重要的转
折。目前，爱容整形已经与海南博鳌医院及
北戴河国家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达成了
合作，开展全新的抗衰老项目，双方将就疾
病康复、疗养、膳食和调养等板块，展开临
床应用与学术交流，利用人体的衰老规律，
实现抗衰老的终极目的，真正让求美者达到
美得自然、美得健康。

诚心塑美 工匠铸魂

十年爱容：以专业之心铸就品牌之路

济南爱容整形美容医院院长张庆国

还债高峰期来临 房企迎资金大考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2018年3月，张庆国受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邀
请，在海南博鳌参加国际医院签约仪式及美容
抗衰老合作洽谈
②2017年10月，张庆国当选中国整形美容协
会干细胞研究与应用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
长
③2018年6月，张庆国受邀参加由成都市人
民政府和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成都国际医美产业大会暨“医美之都”高
峰论坛

近年来，定制收藏产品市场越来越火热，
这股风潮也吹向了白酒业，“收藏+定制”俨
然成为白酒业的新风口。在日前举行的“2018
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年会暨中国酒业协会定制
酒联盟年会、名酒收藏委员会年会”上，中国
酒业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宋书玉表示，目
前，中国白酒市场正呈现出向龙头企业、民族
品牌集中的趋势，中国白酒企业进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中国白酒的名酒收藏与个性化定制
也将进入新时期。

在此次年会上，宋书玉披露了国家统计局关
于酿酒行业2018年1—10月的最新产业数据：全
国酿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酿酒总产量
4968 . 04万千升，同比增长0 . 48%；累计完成产品
销售收入6856 . 9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9 . 71%；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166亿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21 . 12%。

“中国酒业进入了不缺酒，长期缺好酒的时
代。”对于名酒收藏和定制，宋书玉认为，定制
酒已经成为企业产品研发、产品提升的主要方
向，成为产品品质、价值表达的主要方式。在他
看来，定制酒不仅是个性化的需求，也是为了收
藏的定制。 （来源：《南方日报》）

现制茶饮全国门店数达41万家

年增长率高达74%

在日前举办的“2018中国饮品创新峰会”
上，美团点评发布的《2019中国饮品行业趋势发
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现制
茶饮门店数达41万家，年增长率高达74%，增长
主要来自新茶饮对常规饮料的替代与消费群体对
“健康茶饮”的需求。

从全国门店增长率看，与2016年同期相比，
2018年第三季度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现制茶饮门
店增长59%，二线城市增长120%，三线及以下城
市增长最高，达138%。茶饮外卖表现也十分突
出，2018年第三季度全国现制茶饮外卖商家数较
上年同期增长56 . 8%。

“彼此的茶”创始人张子骅介绍，饮品行业
从奶茶发展到奶盖，“茶”感越来越突出，对于
“茶”的强调可能会为饮品行业带来新趋势。

这几年，传统饮品行业消费呈现疲软态
势，国内饮品“巨头”销售业绩也不尽如人
意。与此同时，消费者更崇尚健康饮食方式，
对饮品的需求开始向无糖、低糖以及低脂、低
热量靠拢。在此情况之下，茶饮市场迎来了挑
战者的创新之路。

（来源：《经济日报》）

白酒业吹起“收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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