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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限購⼤大事回顧

2009年下半年⼤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需求⼤大幅提
升，價格快速上漲，開發投資額和新開⼯工⾯面積不斷增
⾧長，房地產市場⽕火熱。加之當時房地產投機嚴重，多
地出現“炒房團”，房價應聲上漲，鋼性需求得不到滿⾜足

2010年初，調控⼒力度不斷加強，為控制房價過快上
漲，滿⾜足⾃自住需求，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出台《國務
院關於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由
此開啟了樓市調控⼤大幕

2008年4萬億元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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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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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2003年均價 
(元/平⽶米)

2012年均價 
(元/平⽶米)

增⾧長率

北京 4,737 17,022 359%

上海 5,119 14,061 275%

廣州 4,211 13,163 313%

深圳 6,257 19,590 313%

⾧長沙 2,040 6,101 299%

成都 2,096 7,288 348%

杭州 3,875 13,449 347%

南京 3,147 10,106 321%

瀋陽 2,916 6,321 217%

⽯石家莊 1,583 4,931 311%

天津 2,517 8,218 326%

武漢 2,073 7,344 354%

西安 2,149 6,634 309%

鄭州 2,083 6,253 300%

重慶 1,596 5,080 318%



寒冬期  
2010年9⽉月底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央⾏行、銀監
會、國⼟土資源部、監察
部、國稅總局等部委聯
合出台了系列政策，對
樓市實施第⼆二輪調控

2011年初出台限購政
策：2011年1⽉月“國⼋八
條”的出台，限購範圍
擴⼤大到40多個城市

截⾄至2011年2⽉月，已有
47個城市出台限購
令，另有4個城市限價



冰封期
2012年“堅持房地產調
控政策不動搖” (2011
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提出)。2012年上
半年，市場表現低迷，
部分地⽅方政府出台放
策，但涉及限價、限
購的均被叫停。國家
發改委、央⾏行、銀監
會、住建部四部委相
繼表態，否認放鬆

2012年6⽉月18⽇日，住建
部發⾔言⼈人強調，當前
各地要堅決按照中央
要求，繼續堅定不移
地抓好房地產市場調
控各項政策措施的貫
彻落實⼯工作，特別是
嚴格執⾏行差別化住房
信貸、稅收政策和住
房限購等措施，鞏固
調控成果



冰
河
世
紀

2013年國務院出台五項措施(國五條)繼續實施房地
產調控政策，對出售⾃自有住房嚴格按轉讓所得的
20%計徵個⼈人所得稅

上海認真貫徹“國五條”並於11⽉月根據本市實際情況
出台“滬七條”，主要內容有提⾼高限購政策中⾶飛本
事⼾戶籍家庭繳納稅收和社保費的年限、提⾼高⼆二套
房貸⾸首付⽐比例

此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確定的⼤大政⽅方針，雖然未提房地產調控，但其有
關表述對房地產市場的預期和發展俱有重要影響



上海市商品住
房價格控制

01

堅決抑制投資
投機性購房

02

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
地供應，住房保障。
推進⼤大型居住社區建
設和舊區改造，再次
放寬保障房標準

03

加強市場監管，市場檢測和⾛走勢研判應徵收的個
⼈人所得稅按找轉讓所得的20%計徵

04

全⾯面開展房地產經濟市場專項治理⼯工作，檢查執
⾏行“限購”等市場調控政策的情況。調整⾮非本市⼾戶
籍；    2年內在本市累計繳納1年以上；居民家庭
向商業銀⾏行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其⾸首付⽐比例
從不得低於60%提⾼高⾄至不得低於70%

05

冰河世紀



會議提出了2014年經濟⼯工作的六⼤大任務中，“努⼒力解決好住房問題，探索適合國情、
符合發展階段性特徵的住房模式，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
和供給，做好棚⼾戶區改造。特⼤大城市要注重調整供地結構，提⾼高住宅⽤用地⽐比例，提
⾼高⼟土地容積率；接續抓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和監管⼯工作；北上廣深等房價上漲過快的
城市要從嚴落實差別化住房信貸稅收和住房限購政策。房價開始下跌的城市，要注
重消化存量，控制新開發總量

相繼出台“京七條”、“滬七
條”、“深⼋八條”、“穗六條”的房
地產調控措施，12⽉月上海商品
房銷售基本恢復平靜，住房價
格漲幅也有所回落

2014年，從宏觀經濟層⾯面看，中國的經濟已告別⾼高增⾧長，將繼續保持低位企穩的態
勢，這將影響市場的總需求。從政策層⾯面看，中央雖未出台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
但短期也不會放鬆調控，⽽而且地⽅方政府可能會出台有針對性的政策，其中上海新出
台的“滬七條”調控措施還將延續，短期內不會鬆動



2013年上海⼟土地市場呈量價⿑齊升⾛走勢：9⽉月5⽇日⾹香港新鴻基以217.7億元競得徐家匯中⼼心項⽬目地塊(商辦
餐飲旅館業⽤用地)，樓板價37,264元/平⽅方⽶米，成為2013年全國總價最⾼高

2013年2⽉月29⽇日，⿈黃浦區淮海中路街道45街坊17/2宗商辦地塊以樓板價42,821元/平⽅方⽶米成交，成為
2013年上海單價最⾼高(2013年9⽉月4⽇日，融創以21億元競得北京三環農展館地塊，樓板價73,000元/平⽅方
⽶米，成為全國的單價最⾼高)

2013年9⽉月18⽇日，上海卓翰以14.1億元競得南僑新城09單元居住⽤用地，溢價率180%，樓板價⾼高達15,543

元/平⽅方⽶米，該板塊得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16,500元/平⽅方⽶米，麵粉價接近麵包價

2013年9⽉月18⽇日，福州泰
⽲禾以24.75億元競得寶⼭山
區⾼高境鎮⾼高境社區
N120301單元A1-07居住⽤用
地，溢價率118%，樓板
價⾼高達24,003元/平⽅方
⽶米，該板塊得商品住宅
成交均價為24,300元/平
⽅方⽶米，麵粉價持平麵包
價

2013年12⽉月19、20⽇日，
臨港新城主城區7幅商
住、辦公⽤用地成交，
溢價率⾼高達379-490

％，樓板價13,987-

16,528元/平⽅方⽶米。該
地塊商品成交均價為
12,000元/平⽅方⽶米，麵
粉價貴過麵包價

上海麵粉價格



房地產調控以來等待觀望積累的鋼性需求(鋼
需)逐漸釋放，3⽉月份⼆二⼿手住房成交暴增後，
“賣掉⼩小房買⼤大房”的改善型需求(⾸首改)開始⼊入
市，下半年隨地價、房價上漲，⼼心理預期看
漲，“遲買不如早買”⼀一部分後期鋼性需求提
前⼊入市。市場還是以鋼性需求為主

在此⼤大背景下，開發商採取以量定價
的銷售策略，鋼需項⽬目依然可以求利，
⾼高端項⽬目則要加快銷售速度，甚⾄至可
以採取促銷措施，以此提⾼高資⾦金的週
轉率，保證現⾦金流安全



另謀出路



發展商業地產，
⾮非居住⽤用房：在
住房限購的背景
下，近年來，商
業、辦公樓和城
市綜合體等⾮非居
住⽤用房投資和銷
售增⾧長很快。（發
展不限購SOHO

模式商業住宅：
50年產權、商業
⽔水電費）甚⾄至出
現：商業產權的
低密度別墅項⽬目



萬達廣場式商
業地產開發：
酒店發展、萬
達院線



旅游地產： 
主題公園；⾧長⽩白⼭山滑雪渡假；⼤大連、海南島私⼈人訂制



從養⽼老地產到養⽣生地產

寧
壽
宮



加強企業間的廣泛
合作（共同開
發），優勢互補，
實現共贏。（避開
正⾯面搶客競爭）

例：南京朗詩／北京當代（⼀一
南⼀一北），⾼高度整合兩家優勢
資源，在綠⾊色建築領域謀求更
⼤大更快更好的發展。雙⽅方企業
通過整合真正實現了“雙贏”



？



中央政府要求國內各城市抑制房價上漲，由此形成的政策環境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市場不確定性，⽽而海外發達市場的機會為多元化的開始提供了完美
的時機

中國主要城市開發已幾近飽和、快速增⾧長時代業已結束的當下。綠地集團
董事⾧長張⽟玉良在2014年1⽉月接受中國⽇日報採訪時表⽰示，“綠地幾乎在中國的全
部(主要)城市均已有投資，因此全球化是⼀一個必然歸宿。”萬科總裁郁亮亦
在此後⼀一個⽉月表⽰示“國際化是萬科的⾧長期戰略。”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仍在
持續對過捏住宅市場降溫，冀以抑制快速上漲的房價。上述原因共同促使
跨境投資⽇日益成為備受青睞的選擇

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說：“我們要加快實施‘⾛走出
去’戰略、完善相關⽀支持政策、簡化審批⼿手續，為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到
境外投資提供便利。”

雖然⼀一些中國公司已進⾏行了海外投資，但其中房地產交易卻並不常⾒見；即
便出現此類交易，也通常系以⾃自⽤用為⽬目的。溫的講話反映出政府對跨境投
資的新熱情，亦從實質上為發展商及投資者開始尋求海外投資機會開了綠
燈



A 另⼀一原因是與國內融資受控有關。庫存量上升令投
資⾵風險⽇日益上升。要保持每年銷售額達到15%以上
增⾧長率才能保證股市市值，集體出海的背景是對增
厚規模和利潤空間的機會

B 在發展商及投資者均通過海外市場較⾼高收益率、國
內政策環境以及發展國際業務和品牌形象之機遇獲
得的背景下；該投資規模在2014年將會翻番

C 在融資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通過向海外市場擴張，
發展商及投資者或將能夠通過其海外實體或⼦子公司
獲得替代性融資渠道。鑑於⼈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趨
勢，海外物業售價⽬目前相對低於國內諸個城市中的
可⽐比項⽬目

D 2012年，中國的保險公司⾸首次直接向海外投資

E 平安保險於2013年7⽉月購買Lloyd’s of London building
成為上述變化所催⽣生的第⼀一例投資海外房地產物業
之案例

海外投資



2014.10.13

20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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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開年之際，中國兩⼤大⿓龍頭地產企
業萬達和綠地率先拉開了海外投資的⼤大
幕，雙雙進軍英國房地產市場

事實上，2013年間，中國資本在美國、
英國和澳⼤大利亞的投資同⽐比增⾧長498%，
⾄至93億美元——較2008年的5,370萬美元已
有天壤之別

⾃自2014年1⽉月以來，綠地將投資12億英鎊
在英國倫敦開發的兩個住宅項⽬目，⽽而⼤大
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和英國⾸首相卡
梅倫也於24⽇日共同宣布，萬達將投資20

億英鎊⾄至30億英鎊在英國開展城市改造
項⽬目，主要投資萬達俱有知識產權的⽂文
化旅遊商業綜合項⽬目



兩家房企僅在英國敲定的地產項⽬目投資總計已經接近52.2億英鎊，合計520億元
⼈人民幣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在海外地產市場的投資動作都⽐比較頻繁，無論是中⼩小房
企還是千億元級房企。”

萬達、綠地、碧桂園、甚⾄至萬科等集體“出海”，可能意在增厚規模和挖掘利潤
空間

在英國特別是在倫敦市場，海外投資者中中國⼈人的⽐比例也逐年上升

萬科、綠地、碧桂園、萬達等銷售規模超過和接近千億元的房企都在尋找新的
盈利增⾧長點，⽽而加碼海外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力度已成為其共同戰略



萬科2013年也積極加⼊入了中國房企的“出海⼤大軍”，2013年2⽉月份，萬科曾宣布以1.75

億美元與美國鐵獅⾨門公司合作開發舊⾦金⼭山⼀一個豪華公寓項⽬目

萬科又宣布與新加坡吉寶置業聯⼿手開發新加坡東部的⼀一個住宅項⽬目

萬科進⼊入紐約的第⼀一個項⽬目將會是位於曼哈頓區的超⾼高層



⽽而與萬科的集中
佈局海外相⽐比，
事實上綠地和碧
桂園卻早已獲得
了收益。綠地集
團的酒店項⽬目已
經在德國法蘭克
福、西班⽛牙⾺馬德
⾥里、巴塞羅那，
韓國濟州島等多
個海外城市落地。
綠地集團表⽰示，
未來綠地酒店業
務將緊隨房地產
開發主業，加快
佈局國際市場

綠地近期還透露
了2014年海外業
務⽬目標：預計
2014年將實現海
外銷售收⼊入130億
元，新增投資50
億美元⾄至80億美
元，為2015年海
外收⼊入超300億元
奠定基礎。屆時，
綠地集團或許將
成為中國房地產
⾏行業海外業務規
模最⼤大的企業



2013年6⽉月，私有企業⼤大連萬達宣布將於
海外投資開發五星級酒店項⽬目。該公司
⽬目前在倫敦擁有⼀一個在建項⽬目，其中包
含160間總⾯面積為20,000平⽅方⽶米的酒店客
房，以及總⾯面積為63,000平⽅方⽶米的豪華
公寓

⼤大連萬達已宣布計劃稱，
擬在未來五年將其海外
年投資額從2012及2013
年的每年26億美元加
倍，⾄至每年50億美元以
上



第⼀一波海外投資熱潮中，中國投資者主要專注⾨門⼾戶城市中的優質資產。下⼀一波熱潮將帶來
對⾨門⼾戶城市關注範圍的擴⼤大。⾄至⾨門⼾戶城市週邊的其他城市

碧桂園在悉尼斥資6,600百萬美元購地，綠地於2014年3⽉月宣布其將通過開發多倫多市中⼼心
兩棟⾼高層公寓⼤大樓⽽而⾸首次進⼊入加拿⼤大市場

綠地⾃自2013年3⽉月以來已通過獨⽴立投資抑或出資參與較⼤大綜合體建設⾄至⽅方式，完成了三宗包
含酒店項⽬目的交易，投資⽬目標分別位於⾺馬來西亞、悉尼及洛杉磯。復星董事⾧長郭廣昌曾表
⽰示，其公司正轉⽽而物⾊色辦公樓、酒店及公寓⽅方⾯面的投資機會



南韓機遇



機遇

南韓



中國企業代表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韓，也提升了企業在韓投資的信⼼心

濟州島 — 中國房企遇“韓流”

2014年6⽉月，韓國新當選的濟州知事 — 元喜⿓龍，突然對中國資本進⼊入的態度轉為慎重，並叫停
了藍⿍鼎集團的濟州神話歷史公園項⽬目的開⼯工儀式。（致⼒力把濟州神話歷史公園打造成東北亞
地區最⾼高級的復合型度假村，為濟州當地旅游業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做出貢獻 －藍⿍鼎集團）

2014年6⽉月4⽇日當選濟州島新知事後，元喜⿓龍曾頻繁針對中國資本發聲，稱中國⽬目前投資濟州
的⼤大項⽬目屬於“投機資本”，擔⼼心未來中國⼈人在濟州圈地成為“中國城”，並要求已獲得上屆道
政府批準但未開⼯工的項⽬目必須“從頭再來”

韓國樂天公司和中國綠地集團共同開發的濟州“夢塔”項⽬目遲遲無法突進，元喜⿓龍公開表⽰示將
對之前道廳頒發的許可證書“⼀一⼀一檢驗並從頭開始”。（夢塔是⼀一個超⾼高層的項⽬目）

元喜⿓龍隸屬於執政黨，是濟州當地出⾝身，對市民保護環境的要求⽐比較敏感，這並不異常，但
如果新官上任就否定前政府簽署的協議和承諾，那麼對中國資本今後投資濟州、投資韓國必
將產⽣生負⾯面效應





新⼭山機遇
⾺馬來西亞柔佛

⾸首府新⼭山市

新⼭山又名柔佛巴鲁是马来西亚的城市，柔佛
州的⾸首府。 新⼭山（马来⽂文：Johor Bahru ）是
马来西亚在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邻国新加坡
隔著柔佛海峡相对，有“⼤大马南⽅方门户”之
称，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

過去兩年，⼤大批中國房企擁⼊入。碧桂園在上
海⾦金海灣項⽬目更是在2013年創造了近100億⼈人
民幣的銷售奇跡，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房地
產項⽬目

http://baike.baidu.com/view/70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63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1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488.htm


為什麼選  
新⼭山？

新⼭山市與新加坡僅隔⼀一個海峽，
新柔⾧長堤上⾯面有⽕火⾞車及巴⼠士聯通

新加坡商品房單價在5萬元⼈人民幣
以上，市中⼼心超過20萬，⽽而新⼭山
市則在1萬⼈人民幣左右，因此備受
新加坡國民歡迎，需求來⾃自新加
坡

新⼭山市地價低廉，平均地價僅為
吉隆坡的1/3或更低，成為吸引中
國開發商的重要因素



中
美
合
作



美國 中國

產權期限 永久產權 住宅70年/商⽤用50年

⾯面積計算 套內使⽤用⾯面積 套內建築⾯面積＋公攤

購買限制 無 複雜的限購政策

貸款利率 基準利率接近0 
貸款利率低 ⾼高利率，貸款利率⾼高

交易⾵風險 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 房屋交易詐騙頻發

投資機遇 危機後觸底反彈 房價泡沫逐步擴⼤大

投資海外⾸首選美國



美
國
機
遇

美國仍是最多中國房企選擇⾛走出去的地⽅方

美國經濟的回暖已經成為定局，未來的幾年美國經濟上升趨勢是肯定的，未來的
⼀一兩年如果進⼊入美國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時機還是合適的

雖然現在抄底時機已經過去，但還是合適。美國房地產存在明顯的周期性，中國
⽬目前處於下⾏行周期，美國處於上⾏行周期

美
國
機
遇



投資海外⾸首選美國  
⼋八⼤大理由

1.全球移民⾸首選地
2.全世界500強聚集地
3.世界⽂文化娛樂⾵風向標
4.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資源
5.房地產市場2012年觸底，⽬目前處於上升通道
6.經濟、科技、軍事、政治、綜合實⼒力全球第⼀一
7.2013年全美20⼤大城市，房價平均漲幅再13.6%

8.匯率觸底⾄至6.05，未來美元升值預期逐步升溫



中國思維
通過“關系、變通、特權”去找捷徑等諸多慣性思維，是時候改改了

凡是打算“⾛走出去”的企業，都要充分了解當地市場，做到“⼊入鄉隨俗”，做
好市場差異的⼼心理準備

主觀認為“關系、特權”等能⾛走捷徑的慣性思維導致投資決策失誤，使投
資陷⼊入未開⼯工即虧損的窘境

幾⼗十個已經⾛走出去，做了第⼀一波投資的企業，因為他們按照中國思維做，
對海外的法律法規了解不透，按照中國投資的經驗，所以遇到⽔水⼟土不服，
交了學費。此外，還包括盲⽬目縮減既定成本，誤以為“少花費、跳步驟”
的國內通⾏行辦法能夠⾏行得通。結果經常遭到罰款，造成延期、停⼯工等更
多⾵風險



最常⾒見是缺少深⼊入完整的盡職調查，不熟悉海外地產開發細節就盲⽬目進⼊入，
包括價格虛⾼高、⼟土地分割、建築許可證細分、政府審批、⼯工會及勞⼯工問題等

在管理層⽅方⾯面，國內企業缺少海外管理模式和經驗，主要的模式還是派國內
元⽼老出去，⽽而這些⼈人通常缺乏與州政府、市政府、地產商、中間商、建築商
等協調與談判能⼒力

要想安全⾛走出去，不可忽視的是當地法律
中
國
思
維



中國思維

中國企業舍不得花錢請律師，想節省費⽤用，結果做得不到位，或者是法律法規⽅方⾯面出
現了問題，交了額外的學費，有的項⽬目要停⼯工遭受處罰。美國當地的法律，無論是州
政府、市政府、聯邦政府的法律都是有差別的，包括稅務和勞⼯工環保都是有所區別的

在美國的海外投資，很多延誤來⾃自於意想不到的阻⼒力：如在⼀一些環境保護和公民意識
強烈的地⽅方，如聖地亞哥，民選社區規劃組織的意⾒見，若不能清楚其程序及影響⼒力，
很可能因為沒有滿⾜足社會規劃組織這種通常被中國投資者忽視或⼩小覷的⼒力量的利益⽽而
導致項⽬目夭折



中國思維

在海外第⼀一兩個項⽬目時找⼀一些當地合作伙伴相對⽐比較理智









⼀一帆⾵風順？
然⽽而，跨境投資當前仍處於試⽔水階段，
僅有少數發展商及機構投資者開始接
受複雜海外市場規則及法務⽅方⾯面的挑
戰

萬達預計此類投資的失敗率將達
50%。這意味著對仍處於試⽔水國際化
階段的中國企業⽽而⾔言，僅有半數跨境
投資或將取得成功。⼤大連萬達已放⾔言
：“中國企業遲早會國際化，因此我
們必須踏出這⼀一步，失敗是我們的學
費。”

獲取國際最先進經驗以及通過合作進⾏行學習。“國際化是萬科的⾧長期戰略。”
萬科總裁郁亮說，“美國是⼀一個成熟市場，它擁有⼤大量值得萬科學習的豐富
經驗。”



⼀一帆⾵風順？
綠地在2014年3⽉月接受華爾街⽇日報採
訪時表⽰示，“綠地的海外項⽬目最初僅
專注於來⾃自中國的客⼾戶，但其在美國、
⾺馬來西亞和加拿⼤大的項⽬目將出現更⼤大
⽐比例的⾮非中國客⼾戶。”

截⽌止2014年4⽉月，僅有少數按收⼊入排
名前100的發展商已經或即將完成交
易，儘管增⾧長百分⽐比令⼈人矚⽬目，但⽬目
前跨境投資無疑還處於早期階段

隨著先前不願涉⾜足海外投資的發展商及投資者開始逐漸對相關複雜流程有所
了解，該情況將出現變化。對⼀一些發展商⽽而⾔言，雖然中國⼆二、三線城市仍有
增⾧長機會，但這些機會無疑將越來越有限。對於投資者⽽而⾔言，在⼀一線城市適
宜⽬目標稀缺及/或其它較低級城市供應過量的背景下，國內缺乏適於投資的
物業，這將促使他們為尋找中國以外的機會⽽而應對這些挑戰



國有企業綠地控股集團已成為最積極且多元化的發展商之
⼀一，其投資地點包括：紐約、洛杉磯、倫敦、悉尼、墨爾
本、濟州島(韓國)、以及新⼭山(⾺馬來西亞)等

以住宅及酒店為核⼼心的⼤大型綜合體項⽬目

在英國市場內，未定的資產回報、優質資產的投資機會記
憶良好的市場流動性被作為主要的投資動因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海外華僑⾼高度集中的地點，可以通過
對綠地品牌已有所認可的顧客創造強勁的市場需求，該優
勢將有效降低進⼊入市場時的屏障

2014年1⽉月，綠地宣布其計劃稱，擬於年內在斥資50⾄至80億
美元⽤用以購買海外資產

中國最⼤大的上市住宅物業發展商，萬科已投資於紐約、舊
⾦金⼭山及新加坡。該企業亦於2013年在⾹香港購地



綠地海外版圖



短短兩年綠地進⼊入了歐洲、亞洲、⼤大洋洲及北美洲

⾸首個⼤大型項⽬目 －濟州島⼀一期別墅已經在售

與西班⽛牙酒店集團MELIA合作⾸首個⾃自主品牌酒店，在2013年Q1落⼾戶法蘭克
福

2014年1⽉月6⽇日收購英國倫敦RAM啤酒廠開發項⽬目、2⽉月28⽇日斥資近200億進
軍⾺馬來西亞、3⽉月8⽇日以股權⽅方式收購加拿⼤大多倫多⼀一項⽬目、3⽉月12⽇日取得
倫敦⾦金絲雀碼頭⾦金融區的⼀一處⼟土地，擬建歐洲最⾼高的住宅樓



“不是簡單的投資能⼒力，光有投資能⼒力還不夠，綠地出海追求的是可持續
發展，可持續的跨國經營。培養⾃自⼰己團隊⾃自主開發的能⼒力，培育跨國公司
的競爭⼒力。”－ 綠地集團董事⾧長張⽟玉良



房企"出海"更凶猛

濟州島是中國房企“出海”的⼀一
⼤大熱點，在濟州島開發的中國
房企，總投資額超過200億元

2014年上半年，國內企業加快海外投
資步伐。2014年⼀一季度境外投資額已
達近千億元⼈人民幣，超過2013年全年
投資總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外，
⾺馬來西亞、韓國等東南亞國家為近年
中國富豪投資及移民熱點



出海機遇

如果說2013是國內房企集體“出海”年…⋯…⋯

那2014將會是國內房企海外“機遇”年…⋯…⋯



紅海
國內房企在近兩年快速
⾛走進國際地產市場，主
要原因是國內房地產的
發展到了下⾏行期

與其在紅海市場中苦苦
掙扎，不如轉向籃海市
場，開拓新局⾯面會更輕
鬆

相反，以美國代表的⼀一些
海外國家地產再次⾛走進上
⾏行期，從美國房地產市場、
股票市場都能看得出來，
經濟在回升，與美國⼀一樣
快速復蘇的還有歐洲

藍海



（⼀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及偏好分析 
!
1. 市场规模 
!
!
!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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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市场 

2012年我国⾸首次超过了德国与美国，成为出境旅游⼈人次数达到8318.27万⼈人次，同⽐比增18.41%。 

➢旅游市场的不断的成熟 

在这么庞⼤大的游客群体当中，现在只有不到60%游客是⾸首次出境，接近40%的游客是多次出境。

出境经验的不断的增加，意味着出境旅游市场的不断的成熟。



（⼀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及偏好分析 
!
2. 出境游客地理分布 
!
!
!

省份 排名

⼴广东 1

北京 2

浙江 3

辽宁 4

上海 5

⼭山东 6

江苏 7

四川 8

湖北 9

福建 10

资
料
来
源
：

2012
年
全
国
旅
⾏行
社
统
计
调
查
情
况
公
报

各
省
出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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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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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客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2012年出境旅游⼈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是⼴广东、北京、浙江、辽

宁、上海。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的出境游客占总出境游客

⼈人数的41%，说明出境需求的旺盛主要还是因为财富⼈人群的迅速

增长。 

➢⼆二三线城市潜⼒力巨⼤大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格局不断的西进，出境游客源地从原来传统的

东部沿海地区，逐渐的向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

转移也是⼀一⼤大趋势。 



排名 2012
迎⽬目的地

2011
迎⽬目的地

1 韩国 韩国

2 泰国 马来西亚

3 ⽇日本 ⽇日本

4 美国 泰国

5 马来西亚 美国

6 新加坡 柬埔寨

7 俄罗斯 越南

8 澳⼤大利亚 新加坡

9 印尼 俄罗斯

10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及偏好分析 
!
3. 主要⽬目的地 
!
!
!➢短线游为主 

除港澳台地区以外，中国出境旅游⽬目的地50%左右

集中在短线的亚洲各国。这主要由于亚洲游线多

以8⽇日内的灵活短线为主，利于游客⾃自由安排假期

；产品多为半⾃自由⾏行；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且性

价⽐比⾼高。

➢欧美游持续⽕火爆 

对⽐比2011年最受欢迎出境旅游⽬目的地，美洲的美国

名次上升、加拿⼤大闯⼊入前⼗十。欧美、澳洲等长线

游有明显的变热趋势。



（⼀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及偏好分析 
!
3. 主要⽬目的地 
!
!
! ➢2012年，由于绝对数量的

增长，中国出境旅游市场

总体来说处于膨胀阶段，

除了传统的热门⽬目的地亚

洲诸国，中国游客前往法

国、加拿⼤大、德国、英国、

俄罗斯等欧美国家的长线

旅游也在蓬勃发展。

出境游⽬目的地 增长率
泰国 47% 

美国 27% 

韩国 26 %

印尼 23 %

朝鲜 22 %

⽇日本 21 %

新加坡 16 %

法国 15 %

加拿⼤大 13 %

德国 13 %

澳⼤大利亚 12 %

英国 8 %

俄罗斯 7 %

增 
长 
最 
快 
的 
出 
境 
游 
⽬目 
的 
地 
（2011- 
2012）



（⼀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及偏好分析 
!
4. 出游⽬目的 
!
!
!

➢游览观光占⼤大头 

中国出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如

下，其中50%左右的受访者表

⽰示主要⽬目的为游览/观光。 

!
➢需求更加多元化 

但同时可以看到，观光⽬目的

占⽐比开始降低，游客的需求

从原来的游览观光，逐渐转

变成休闲、度假、宗教、医

疗等，需求更加多元。

资料来源：中国出境旅游年度报告2013



（⼀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需求及偏好分析 
!
5. 消费结构 
!
!

➢出境旅游消费能⼒力快速提

升2012年，中国游客境外消

费总额1020亿美元，旅游服

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达

到519亿美元。 

!
➢购物占⽐比最⼤大 

约三分之⼀一的游客认为购物

是花费最⾼高的项⽬目。世界奢

侈品协会的数据表明，75%

以上的中国出境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重复消费3次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出境旅游年度报告2013





國⼈人移民、留學、投資⾄至旅游的⼈人數不斷攀升，促使國內海外置業
需求⾼高漲

中國1/3⾼高淨值⼈人群
購買了海外房產

海外資產佔投資總
資產19%

投資以房地產為主

⽬目前未有海外資產的⾼高⼈人群中，有將近30%會在未來三年有海外投
資計劃



世界各國淨移民率













熟悉需求

澳⼤大利亞已成為尤為熱⾨門的華⼈人移民地點，數個中國知名發展商亦已在此投
資住宅項⽬目。據澳⼤大利亞移民局，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數量已超過⾹香港或台
灣，占澳⼤大利亞華⼈人移民總數量的逾70%



中國發展商已成型的
跨境投資路徑是：以
住宅為⾸首，然後進⾏行
多元化

主要發展商已完成海外投資，以順應向
境外喬遷或者海外投資意願的華⼈人的置
業需求。這些華⼈人已熟知這些知名發展
商，並對其物業有所了解。隨著越來越
多的內地華⼈人處於移民、教育(或為其留
學⼦子⼥女安置住所)或兩者兼⽽而有之⽬目的⽽而
在海外置業時，對於被此類⼈人群熟知且
信任、設計符合其習慣的房地產物業的
需求只會增加



萬科⾃自2013年⾛走出國⾨門就堅持
在美國尋找項⽬目。王⽯石表⽰示
“不少萬科的客⼾戶都紛紛移民
海外，其中30%是選擇北美為
⽬目的地，因此萬科會跟隨這些
客⼾戶進軍北美，把業務擴展到
加拿⼤大及美國”

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主
要有三個考量因素：收
益、多元化以及樹⽴立估
計品牌形象

在海外開發物業的⼀一個
附加利益是增強⼀一個發
展商的品牌形象，使其
可以在國內提升其國際
化公司的聲譽



行業內機遇
具國際視野的顧問公司迎接機遇來臨

QS在北美存在模式 - Cost Estimator

AIA - Standard Form of Agreement

Canadian Standard Form of Contract by 
The Royal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Canada

中國企業“出海”培養和招募了解中國企
業需求又懂得“國際游戲規則”的成員。
特別是法律、財務顧問及融資顧問







發揮中國房企優勢
⽬目前就是進軍海外的最好時機，中國企業“⾛走出去”不
僅符合企業的⾃自⾝身發展利益，也符合國家和國民利益。
凡是領袖級企業，都避免不了要⾛走國際化道路，早⾛走
⽐比晚⾛走好。因為國際化配置後，企業不僅可以與世界
級企業合作，也可以成為更⼤大的品牌窗⼜⼝口企業。—— 綠
地集團董事⾧長張⽟玉良

資⾦金雄厚，技術優勢，開發周期快，這是中國出海的
房企優勢。—— 復旦⼤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所執⾏行所
⾧長陳晟



出海  
四關鍵

深耕區域：發達國家、核⼼心區域。仍以經濟發達國家和⼈人⼜⼝口集聚快的城市為主 
                                   要⽬目標市場

系統開發：先期試⽔水性質單體項⽬目開發，繼⽽而形成多項⽬目布局發展

全球客群：初期聚焦國內客群，繼⽽而⾯面向全球客群。鞏固國內客群，⼤大幅提升 
                                   海外客⼾戶

決策⾼高效：混合保障海外投資⾼高效決策、⾵風險可控。靈活⾼高效的決策機制⼤大⼤大 
                                   提⾼高了投資效率，集體決策更能有效控制⾵風險、保障收益





2014年以來，房地產市場成交⼤大幅回落，城
市間分化加劇。部分城市房價鬆動、銷售趨
冷、庫存⾼高企，當地政府逐漸對現⾏行限購政
策進⾏行了調整。

南寧、蘇州、杭州等城市對
限購政策進⾏行了調整；呼和
浩特、濟南、海⼜⼝口等城市正
式出台⽂文件取消限購；天津、
寧波等城市雖未明確發⽂文調
整限購政策，但在執⾏行環節
已經有所放鬆

回暖



ARE YOU READY?
準備好“出海”了麼？



Q&A



Stanley Chow

to be continued…

敬 請 期 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