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中国房地产总体趋势
市场及基金发展走向



2014年是国内房地产行业面临深度调整的一年，销售市场持续低迷，

行业整合加快，中小房企逐渐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迅速加强。大型领先

房企纷纷谋求转型之道，房地产行业金融化进程及相关金融创新愈演愈

烈。

房地产金融投资更多须重视行业细分领域的专注分析和价值挖掘，房

地产金融机构必须具有深刻的行业理解能力与价值创造能力才能在未来立

于不败之地；房地产企业则必须持续加强自身的金融能力建设，向准“基

金化运作”转型。具备房企建设或运营能力的“运营型”的基金与具备金

融投资能力的“基金型”房地产企业，互相融合借鉴合作，将构成未来几

年内的主要行业特征。

导语



一、2014房地产市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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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房地产开发投资趋势

1.1 房地产投资开发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14年1月份开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速明显降低，截止2014年底，已连续下降12个月，从2013年底的峰值19.8%降到

2014全年的10.5%。此前的2013下半年，此增速一直在19%附近徘徊，直到2014

年以来，呈现出明显下挫。



其中2014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20649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额76292亿元。

2014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住宅 办公 商业

下降7.6% 下降9.1% 下降13.4% 上升7.2%

2014年商品房销售额 住宅 办公 商业

下降6.3% 下降7.8% 下降21.4% 上升7.6%



2014年

2374万
㎡

2013年待售商品
房

单位： ㎡

截至2014年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相比2013年末增加了2374万㎡。

住宅增加1352万㎡

商业增加361万㎡

办公增加202万㎡



1.2 房地产开发融资结构趋势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运用总规模历年以来呈增长趋势，房地产开发行业的

融资市场是金融市场中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同时也是利润最为丰厚的

市场领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房地产

融资结构数据，国内贷款在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比例进一

步压缩，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绝

对值和百分比也有一定降低，房地

产开发商从传统贷款和外资渠道获

得资金的能力降低，通道缩窄。

相应地，房地产开发企

业更多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和其他来源，在大资管平台

建立之后的各种资金通道，

如房地产信托、券商资管、

保险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等在

房地产融资来源中占到更大

的比重。



2014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121991亿元（资金构成见表

1），比上年下降0.1%，2013年为增长26.5%。

国内贷

款, 21243

利用外

资, 639

自筹资

金,50420

定金及预

收款, 

30238

个人按揭贷

款, 13665

其他资

金, 5787

表1 单位：亿元



价格变动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月发布的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不难看出，2014年以来，无

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环比

上升的城市数量急剧减少，从8

月开始，几乎没有价格环比上升

的城市。同比价格变化趋势在

2014年第三季度发生大逆转，由

大部分城市住宅价格同比上涨急

剧转变为大部分城市住宅价格同

比下跌。

价格变动幅度

新房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

其最大涨幅越来越小。与此同

时，住宅价格下跌的城市，其

最大跌幅越来越大。二手房市

场也体现出相似规律。

1.3 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趋势



1.4 政府相继出台三轮救市政策

取消限购

贷款新政

公积金使用改革



取消限购

自今年6月下旬呼和浩特率先取消楼市限购以来，全国各地城市相继取消

限购，目前仍在执行限购的仅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和三

亚。与四个一线城市相比，三亚本身限购范围较窄，政策尚不明晰。所以目

前楼市限购的主力事实上只剩下一线城市。



贷款新政

央行、银监会9月30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

知》，规定二套房购买家庭只要还清首套贷款，再次贷款也将按首套房认

定，即“认贷不认房”。



公积金使用改革

继限购松绑和贷款新政之后，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于10月

9日联合印发《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对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不仅要求实现住房公积金缴

存异地互认，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多项收费。



1.5 总结

2014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明显，大量中小型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大

幅放缓，同时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价齐跌，并呈现持续态势。在当前低迷

状况下，虽然政府相继采取了取消限购、贷款新政和公积金使用改革等措

施救市，但市场多呈观望态势，救市措施实际效用有待观察。可以预见，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房地产市场将进入调整期，出现大规模上涨行情的可

能性不大，相反近年来积攒的市场泡沫将继续破裂，市场趋于小幅振动甚

至下行，楼市由“黄金时代”步入“白银时代”。



二、2014中国房地产基金行业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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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

中国人民币房地产基金市场拥有

167家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507

支房地产私募基金，总管理资金

规模超过4500亿元人民币。

2014年全年共新增69支房地

产基金，披露的募集总规模

974.07亿元人民币，较之2013年

较大下滑。

2.1 房地产基金趋势



在管理机构格局中，2014年房

地产开发商关联GP大量减少，地产

基金作为融资通道的市场价值已然

减少。独立品牌GP和金融机构关联

GP实力在逐渐增强，显示出了地产

基金的市场化和金融属性增强。
在管理资金量层面，金融机

构GP具有较强的资金通道和融资

能力，是2014年增长最为迅速的

类型。在大资管背景下，还是有

部分的项目通过资管通道嵌套地

产基金的形式成立，也显示出了

市场中金融产品设计的理念越来

越受到重视。



2.2 房地产基金股权比例上升

2014年专注于住宅地产的地产

基金持续减少，而综合体、商业地

产和其他类型诸如物流地产、工业

园等都有所发展。住宅房地产市场

进入震荡阶段，投资风险大大增

加，导致了之前两年国内房地产基

金市场以住宅地产为主的格局开始

发生变化，地产基金开始寻找新的

策略点，包括发掘商业和特殊主题

地产的价值洼地。

2014年，地产基金股权投资的

比例有明显上升，管理人已很难通

过债权方式进入和控制项目的底层

风险，而更多采取与开发商同股同

权，共担风险和收益的方式提供融

资。地产基金管理人的主动投资和

管理能力在市场下行阶段得到了更

大的增强。夹层类投资兴起是2014

年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国内的各类

夹层基金广泛地参与房地产项目当

中，并由此开辟了人民币夹层基金

的投资阶段，值得长期关注。



2.3  房地产投资策略

从投资策略角度出发，最为显著的特征

是2014年增值型和核心型地产基金占比有明

显提高，从2013年的约13%增加到当前的超

过20%。其中中信启航和中信苏宁两个类

REITs产品，以及高和和歌斐等写字楼收购

基金对市场具有实质性影响。

而另一方面，机

会型地产基金的募集

和管理规模大幅度下

降，也体现出了过去

三年所惯用的地产基

金通道已被资管产品

通道代替。中国的地

产基金管理人需要定

位新的投资策略和接

受更为激烈的市场竞

争。

从投资策略角度出发，最为显著的特征

是2014年增值型和核心型地产基金占比有

明显提高，从2013年的约13%增加到当前的

超过20%。其中中信启航和中信苏宁两个类

REITs产品，以及高和和歌斐等写字楼收购

基金对市场具有实质性影响。

而另一方面，机会

型地产基金的募集和管

理规模大幅度下降，也

体现出了过去三年所惯

用的地产基金通道已被

资管产品通道代替。中

国的地产基金管理人需

要定位新的投资策略和

接受更为激烈的市场竞

争。

2.3  房地产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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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回报方面，2014年房地

产基金业绩分布曲线整体向左平

移，近40%的基金退出收益在

10%-15%区间，另有约20%的基金

退出收益在15%-20%区间。退出

收益小于10%和超过30%的基金均

不超过总数的10%。



2014年，地产基金行业处于剧烈的转型期当中。受住宅房地产市场下行的

影响，机会型地产基金的市场表现不佳，活跃程度大大减小，但同股同权式投

资策略价值得到体现：

2.4 房地产基金的转型



商业办公地产基金有所发展，并与机构投资人开展广泛的合作模式探讨；

本土化REITs出现，并得到广泛的关注，在实现了模式突破后有望实现更大

规模的复制和扩张；

科技园地产、物流地产等投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专业化的投资机

构也在此过程中出现；



美元地产基金再度活跃，较之早期的机会型策略，目前选择了更为规模化的模

式，以及与成熟交易对家进行合作；

海外不动产投资不断被机构投资人探索，在此过程中，地产基金管理人也试图

一起出海，开拓全球市场。



地产金融进入一个多通道竞争的新时代。除房地产信托外，2014年各类

资管平台的增量举世瞩目。从各资产管理平台的总体资产量和投向房地产行

业的资金规模综合比较，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是当前最主要的地产

金融资管平台，房地产基金规模相比则呈缩减趋势，在整体房地产金融市场

中占比约为13%。

2.5 总结



（注：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的通道业务类型与
信托业务相似，约有10%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

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

房地产信托存量规模为1.39万亿元，在全部资金信托中的比重为10.96%；

券商资管管理资产规模已达7.95万亿元；

保险资管规模翻倍，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保险机构投资不动产规模754.87亿元。

至2014年底，保险资金发起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万亿元；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5.88万亿元。



宏观市场表现

2014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大

量中小型房地产开发企业业绩不佳，

资金吃紧，拿地更趋理性谨慎。具体

体现为新房成交量减少，二手房成交

价格走低。在当前低迷状况下，政府

在某些二三线城市采取了取消限购等

宏观政策，可以预见，下半年的房地

产市场将进入长期调整期，近年来积

攒的市场泡沫将继续破裂，市场趋于

小幅振动甚至下行，出现大规模上涨

行情的可能性较小。



2013年至今，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选择更多，在市场化大局下，融资成

本也相应降低。房地产信托、债券和银行贷款始终在融资渠道中占据了主要位

置，规模则没有显著增长。同时，在大资管平台的背景下，券商资管、基金子

公司、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管等在近一年内增长迅速，成为了市场主

流，未来也是重要的增长点。

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



根据数据统计，2014全年新增基金69支，披露的募集规模为974.07多亿

元，管理资产量较前一年有较大下降。基于长期调控的中央政策、不确定的

宏观市场预期，以及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现在更为谨慎，

在融资时有了更多成本更低的替代品，房地产基金不再是最佳选择。房地产

基金的一轮黄金期已经成为过去，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基金的募集情

况将保持理性。

房地产基金募集



通过以上数据和分析

可知，地产金融领域的融

资手段和融资渠道已经充

分多元化。根据地产项目

的实际情况，可以选择和

设计的金融产品形式日益

丰富，地产金融的范围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地产基

金，或者是地产信托的狭

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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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