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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亚洲投资人（房企）在美投资交易情况 



导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亚洲尤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中，房地产商尤其

活跃。近日，仲量联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在海外市场的投资额创

下新高，达到165亿美元（约1030人民币元），比2013年增长了46%。其中，商业地产投

资超过112亿美元，占比约68%。仲量联行预计，2015年中国房企海外房地产投资很有可

能持续增长，或将达到200亿美元。 

  推动中国房企海外投资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房地产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已进

入新常态，进入了“白银时代”；二是移民、留学、投资和休闲旅游所带来的海外房地产

市场需求；三是海外投资就如同“镀金”，是国内房企实现品牌全球化、国际化的重要途

径。 

  在这样的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房地产海外投资兴起仅仅两年就超过千亿元人民币，是

一个标志性事件。本报告搜集整理了部分经典投资案例，供投资人及同行参考使用。 



SOHO中国 – 原通用汽车公司大厦，纽约 
General Motors Building 

• 标的概况：该建筑为50层高，2,000,000

平方英尺办公楼 (底商为苹果体验店) 

• 收购方介绍：张欣家族是SOHO中国有

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央商务区

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SOHO中国 – 原通用汽车公司大厦，纽约 
General Motors Building 

• 收购背景： 

 2013年3月，波士顿地产（Boston 

Properties）/高盛房地产投资基金

（Goldman Sachs Real Estate 

Fund）（投资者：卡塔尔和科威特

的主权财富基金（Qatar and 

Kuwait Sovereign Wealth Fund））

出售了其40％的股权，给张欣家族

以及巴西的萨夫拉莫伊兹家银行家

族（Moise Safra Bank） 



SOHO中国 – 原通用汽车公司大厦，纽约 
General Motors Building 

 该建筑此前被估值为28亿美元（2008年

5月），而本次收购价格为14亿美元（估

值为34亿美元），使得此次收购成为有

史以来单个办公大楼金额最高的交易。 

 1998年，特朗普先生（Donlad Trump）

联合保险公司Conseco公司以8.78亿美

元收购了通用汽车大厦。2003年，特朗

普先生将该建筑的股权出售给Conseco；

随后，Conseco将其出售给麦克罗威地

产公司（Macklowe Properties），该

交易创下了1.4亿美元的地产交易记录。 



华联企业有限公司（新加坡） - 美国银行大厦，洛杉矶 
 US Bank Tower 

• 标的概况：该建筑为72层高，100万

平方英尺的办公楼，还包括2.3英亩的

公园及停车场；该建筑建于1989年，

为西海岸最高建筑，301.3米高。 

• 收购方介绍：华联企业有限公司是新

加坡一家大型商业业主和开发商。 



华联企业有限公司（新加坡） - 美国银行大厦，洛杉矶 
 US Bank Tower 

• 收购背景： 

      2013年3月，马奎尔投资有限公司将

该物业出售给华联企业有限公司

（Overseas Union Enterprises Ltd.）

（新加坡一家大型商业业主和开发

商），收购价为3.675亿美元；收购时

出租空置率为50%。 



万科 –与铁狮门合资，开发旧金山市区豪华住宅 

• 标的概况：该建筑为655套豪华公寓（共2

栋，分别为37层和42层），10,500平方

英尺的餐厅/咖啡厅空间，以及3层会所；

位于旧金山时尚的SOMA区，Main和

Folsom街道交叉处； 



万科 –与铁狮门合资，开发旧金山市区豪华住宅 

• 投资概况： 

项目总成本：6.2亿美元，其中 

万科出资1.75亿美元，占70％股份 

铁狮门出资0.75亿美元，占30％股份 

贷款3.7亿美元。 

• 开发商介绍： 

中国万科集团，1984年成立于深圳，是目

前中国最大的住宅开发商，年销售额超过

100亿元。 

美国铁狮门房地产公司，成立于1978年，

是世界一流的房地产业开发商、运营商及

基金管理公司，收购，开发和/或管理面积

超过1.25亿平方尺，总价值超过613亿美元。 

2013年6月万科与纽约铁狮门成立合资公

司 

 



复星国际-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纽约 
One Chase Manhattan Plaza 

• 投资标的概况：该建筑为60层，地下5层，

220万平方尺的办公楼；总计高248米

（813英尺），是纽约市排名第15高的建

筑，位于纽约曼哈顿金融区市中心，是

1961年，戴维·洛克菲勒开发的纽约市地

标建筑，之前是大通曼哈顿银行全球总部； 

• 收购方介绍：复星国际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业务包括制药，采矿，

钢铁，银行，保险，医疗保健和房地产等。 

• 收购背景：2013年10月，摩根大通将该

建筑出售给复星国际，总价7.25亿美元。 

 



泛海房地产集团 - 菲格罗亚中心，洛杉矶 
 Figueroa Central Land  

• 标的概况：土地大约4.6英亩，与价值

350亿的LA Live项目相邻；规划为两

栋40层的高楼，一个49层的高楼，共

504公寓单位；还包括零售面积45万

平方尺，183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

名厨餐厅以及会员制夜总会； 



泛海房地产集团 - 菲格罗亚中心，洛杉矶 
 Figueroa Central Land  

• 收购背景： 

2007年以约8千万美元收购； 

2013年12月以2亿美元出售给泛海 

国际地产集团。 

• 收购方介绍：中国泛海集团为一家以

房地产、金融、能源、综合投资、资

本经营为核心业务的大型集团型民营

企业 

 



绿地-大都会，洛杉矶 
Metropolis Site 

• 标的概况：土地大约6.33英亩；规划

为分阶段开发，第一阶段开发310套公

寓（38层），酒店（19层，350间客

房）以及2层零售商业；第二阶段开发

740套住宅（54层）以及510套物业出

售（40层） 

 

 



绿地-大都会，洛杉矶 
Metropolis Site 

• 收购方介绍：绿地集团是上海最大的

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国有企业，2013年

跻身《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

超过80个城市拥有已建项目。截止

2013年，管理资产规模为580亿美元。 

• 收购背景： 

 土地最初规划为建设一座高层办

公楼，但项目停滞了27年 

 2013年7月，绿地集团以1.5亿美

元收购 

 



绿地 - 大西洋广场，纽约 
 Atlantic Yard 

• 标的概况：约22英亩（不包括巴克莱

中心和一栋住宅楼），包括6,430个住

宅单位，以及一个MTA铁路站场，基

础设施和未来的商业单元。 

• 收购背景：2014年7月，绿地集团出

资2.857亿美元，收购该项目公司

70%的股权；项目总价值为40亿美元 。

与项目合作方森林城公司（Forest 

City Enterprises Inc.）共同承担所需

成本。 

 

 



深圳合正房地产 - LUXE酒店，洛杉矶 
LUXE Hotel 

• 标的概况：LUXE酒店位于洛杉矶市中心

，拥有178间客房； 

• 收购方介绍：深圳合正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为一家中国民营建设开发公司； 

 



深圳合正房地产 - LUXE酒店，洛杉矶 
LUXE Hotel 

• 收购背景： 

 2013年12月，深圳合正房地产以

9600万美元购得位于洛杉矶机场的

喜来登LAX酒店，该酒店有802间客

房（15层）；计划花费3千万美元

翻修 

 2014年8月，深圳合正房地产以

1.05亿美元购得洛杉矶市中心 

      LUX E酒店；计划斥资2.5亿美元

以开发办公室和住宅公寓 



万达集团 -9900威尔希尔大道，洛杉矶 
 9900 Wilshire Blvd 

• 标的概况：土地大约7.95英亩，紧邻著

名的贝弗利希尔顿酒店（Beverly Hilton 

Hotel）；可开发235个住宅单位，

15,856平方尺的零售/餐饮及876个地下

车位； 

• 收购方介绍：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

形成万达商业、文化旅游、电子商务、

连锁百货四大产业。截至2014年，企业

资产5341亿元。 



万达集团 -9900威尔希尔大道，洛杉矶 
 9900 Wilshire Blvd 

• 收购背景： 

 2004年，原始业主以3350万美元购

入该土地，并于2007年以5亿美元

收购出售给CPG； 

 2010年，香港Joint Treasure集团

以1亿4830万美元从banco 

inbursa银行手上收购； 

 2014年8月，万达集团以4.3亿美元

收购该项目； 

 



安邦保险集团 - 华尔道夫酒店，纽约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 标的概况：华尔道夫酒店位于纽约，曼

哈顿公园大道301号，是一个47层高

190.5米（625英尺）的地标性装饰艺术

建筑，由建筑师舒尔茨和韦弗设计并于

1931年完成。 包括1413个房间房

（1235个单、双人房和208个迷你套

房）；Waldorf道夫酒店及度假村创建于

2007年，在阿姆斯特丹，北京，迪拜，

耶路撒冷，哈伊马角和上海有物业。 

 

 



安邦保险集团 - 华尔道夫酒店，纽约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 收购方概况：安邦保险集团，成立于

2004年，现有1140亿美元资产、30,000

名员工。 

• 收购背景： 

 2014年10月6日，安邦保险公告，

以19.5亿美元从希尔顿全球控股公

司（黑石集团所有）手上收购华尔

道夫纽约酒店； 

 Conrad Hilton在1949年取得的酒

店经营权；希尔顿酒店集团在1972

年直接购买了整个酒店； 

 交易完成后，希尔顿将与安邦保险

签署一个100年的管理合同。 



安邦保险集团 - 华尔道夫酒店，纽约 
 Waldorf Astoria New York Hotel  

• 交易所创纪录： 

 中国买家在美房地产金额最大的收购

案昂贵的酒店，单个房间收购价，

140万美元/间； 

 最早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国有保险公

司 

 美国最大的单个酒店交易交易在中国

放松政策，允许保险公司资金的15

％ 

 投资于境外之后形成。 

 



阳光保险集团 – 水晶宫酒店，纽约 
 Baccarat Hotel 

• 标的概况：水晶宫酒店位于纽约曼哈

顿西53街20号，占据50层的水晶宫

酒店&公寓（Baccarat 

Hotel&Residences）项目的1-12层。

共有114间客房，于2015年3月开业； 

• 收购方介绍：阳光保险集团是中国排

名前15名的保险集团，成立于2005

年；注册资本金67.1059亿元人民币，

总资产超过800亿元 

 



阳光保险集团 – 水晶宫酒店，纽约 
 Baccarat Hotel 

• 收购背景： 

 2015年2月6日，阳光保险集团公

告，以2.3亿美元，从喜达屋酒店

及度假村国际集团（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

手上收购水晶宫酒店； 

 行业报报道说：“这种交易非常罕

见，买方购买了一个没有任何历史

业绩记录的奢侈物业，而且并不能

保证它可以达到喜达屋计划的900

至1,000美元一晚的标间收费标

准，”纽约时报报道，“这使得它

更加成为一笔投机性投资。” 

 在2014年11月，阳光保险还同意

以3.8亿美元收购位于澳大利亚悉

尼的喜来登酒店； 



阳光保险集团 – 水晶宫酒店，纽约 
 Baccarat Hotel 

• 交易所创纪录： 

 最昂贵的酒店单个房间收购价，

为202万美元/间 

 第一家没有经营业绩记录的酒店

品牌的交易。 

 



北京劲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King Spruce Capital)，是由香

港上市公司路劲基建（股票代码：1098.HK）发起的专业私募

基金管理机构。劲杉资本拥有强有力的高层顾问团队和专业的

精英投资经理，致力于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超额收益机会，

通过专业和资本的紧密结合，为投资人实现财富增值。 

作为基金业协会公示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劲杉资本旨在通过自

身专业的资产管理、资金募集和风险管理能力成为国内专业的

地产金融服务者和优秀的地方银行整合者。 



北京劲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8号丰联广场B座
1016 
电话:+86-010-6588 8068 
官网 :http://www.kscapital.cn 
 
 
微信:ks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