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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批集中土拍：好地依然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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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高盈利少 德克士供应商上市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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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513.5亿元

今年8月末，北京市规自委挂出年度第

二批次住宅用地出让公告，共计43宗用地，

土地总面积约245公顷，总建筑规模约496万

平方米，除1宗招标项目以外，起始价总额约

1359亿元。

其中招标地块，即平谷区马昌营镇（沥

青厂）PG12-0102-6001、6002地块，已于9

月26日成交，由北京城乡房屋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3.471亿元竞得，是一个共有产

权房项目。

在土拍大战开始之前，受市场“冷空

气”影响，有26宗地块没有获得报名，无奈选

择延期。剩余16宗地块中，朝阳十八里店、大

兴西红门、石景山首钢、房山长沟镇、通州于

家务5宗地块因仅有一家房企或联合体报

名，上述地块均以底价成交，被房企提前收

入囊中，成交价合计约130.5亿元。

摆在“桌上”的11宗地块，也成为国企、

央企追逐的盛宴。据悉，此次参与竞买企业

共计50余家（次），其中建工报名了9宗地

块，中海、中铁置业报名8宗，华润报名7宗。

而从最终成交结果来看，中海、华润+首开、

建工+首开、中建一局、中铁置业……，充斥

着“中字头”的身影，民企中仅有懋源和龙湖

有斩获。

据接近懋源的人士透露，懋源此番参

与第二批集中供地志在必得，一来是在京

土地储备确实不足，前期项目清盘的清

盘、扫尾的扫尾，急需补粮；二来因开发过

夏家胡同地块，懋源对丰台这个区域并不

陌生，此次拿地的拟售价也不算高，未来市

场应该会认可。

要说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哪个区域最

受伤，那肯定是朝阳无疑。此次朝阳推出了

11宗地块，仅有十八里店693地块由金隅+

昆泰联合体以底价37.6亿元摘得，其余10宗

地块落得“无人问津”的下场，只能延期出

让。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首批集中供地，朝阳

的10宗地块均溢价成交，连一宗底价成交

地块都没有。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朝阳新地供

应量过于庞大，首批供地的10宗地块同样带

来了去化压力，因此二批次供地开发商也选

择了“谨慎”。

首个摇号、竞现房登场

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共诞生了4宗有

“故事”的地块。

海淀京昌路631-1地块和海淀京昌路

631-2地块，是此次北京土拍唯二触及“双上

限”，转入到高标准住宅建设方案投报程序

的地块。两宗地块现场竞价很快，高标准投

报的结果毫无悬念。

上述两宗地块，也受到4家房企及联合

体的青睐，包括中海、中建三局+中建五局、

华润+城建、中铁置业在内的4家房企及联

合体现场提交了方案，将在5个工作日内揭

晓。但无论如何，落入“中字头”的口袋是可

以确定的。两宗地块大概率会被一家房企

及联合体竞得，毕竟合体开发能够实现“超

级加倍”。

参与上述两宗地块的某央企背景公

司土拓负责人直言，对于海淀两宗地块，

大家的预判是一致的：区域供应少、待置

换客群基数大，再加上目前北京市新房相

关手续审批提速，这种地拿在手里是不太

愁卖的。

首批供地“隐身”的中海，此次也证明了

自己，目前已确定成交的有2宗地块，海淀西

北旺0004地块、石景山首钢829地块，花费了

56.6亿元，海淀京昌路“双子”也有很大概率

收入中海囊中。

昌平区昌平镇东环路136号（原六亭饭

店）CP00-0205-0021地块，虽是共有产权

房项目，但却备受房企青睐，吸引了东亚新

华、路劲+城建开发+城建北方、中铁诺德、中

铁置业、建工+昌房、首开房地置业等房企及

联合体报名参与。该地块也成为北京首个试

点摇号地块，中铁置业成为了那个“幸运

儿”。周边配套成熟，距离地产昌平线较近，

或是该地块“热”的原因。

大兴区黄村镇DX00-0102-0208-6026、

6020地块，是北京第二批次唯一一宗试点“现房

销售”的地块，最终，中铁置业+兴创联合体以

37.84亿元竞得，承诺5.4万平方米“现房销

售”面积。按照规划建筑面积测算，该地块

“现房销售”占到总面积的44%。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指出，现房

销售的意图很明显，保障交付、拒绝烂尾。开

发商接连爆雷、期房交付即维权，现房销售

也成为破题的关键。

延期地块可期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三稳政策下，

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步回归理性，市场短期降

温也是逃不过的必经阶段。

从出让规则来看，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

继续严控溢价率，整体溢价率控制在10%以

内，单宗溢价率不高于15%；当达到地价上限

后，将继续采取竞政府持有商品住房产权份

额、投报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等竞争方

式确定土地竞得人。而且在上述基础上，北

京二批次还增加了摇号确定竞得人、现场竞

“现房销售面积”等新规则。

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的“冷”，也受到

大范围“冷空气”的影响。截至2021年10月

10日，重点城市第二批集中供地进度过

半，青岛、济南、天津、成都、苏州、沈阳等

17个城市率先开始第二批次地块出让为

响应中央加快完善“稳地价”要求，多数城

市延期挂牌并调整土拍规则，一方面加强

购地自有资金监管来提高房企土拍门槛，

另一方面通过严控溢价和取消“竞配建”

等出让方式降低企业拿地成本。底价成交

成为二轮集中土拍的主旋律，土地流拍也

明显增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相比

第一轮集中供地大部分房企有参与的积极

性，当下随着部分房企出现资金链断裂，债务

违约，而且接近年底，基本所有房企都开始收

紧拿地资金，这也使得第二轮集中供地出现

了明显的流标现象，特别是民企，拿地报价都

明显减少。

房企不积极拿地，有政策收紧的压力，

有现金流的窘迫，也有销售预期的影响，但

他们的“躺平”不会持续太久，毕竟不拿地就

只能“等死”。而且随着市场回归理性，新形

势下也需要慢慢适应新玩法。

据悉，26宗延期出让地块，竞买申请截

止时间、挂牌竞价截止时间等与北京下一批

次商品住宅用地集中供应项目保持一致。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王寅浩

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

扩产、工厂建设……这是春雪食品上市

募资的主要用途。如果从该公司整体发展来

看倒也不难理解，毕竟春雪食品想要成为中

国鸡肉调理品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开资

料显示，公司产品出口日本、欧盟，拥有伊藤

忠商事、德克士快餐、家家悦超市、全家便利

店、嘉吉动物蛋白等一批黏性较高的国内外

知名客户，公司战略定位为致力于成为中国

鸡肉调理品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春雪食品也正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前

进。根据公告内容，此次春雪食品募集到的

5.41亿元资金将主要用于年宰杀5000万只肉

鸡智慧工厂建设项目、年产4万吨鸡肉调理品

智慧工厂建设项目、智慧工厂建设项目、营销

网络及品牌建设推广项目、信息化及智能化

建设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过，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偿债风险

是春雪食品发展经营中不得不直面的一大

问题。招股意向书中显示，报告期末，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率为54.9%、母公司资产负债

率为50.94%；公司负债总额为59987.35万元、

流动负债 58226.01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25930.35万元，占 流动负债的比例为

44.53%，占比较高。

数据显示，同行业上市公司圣农发展、仙

坛股份、大成食品、凤祥股份2020年的资产负

债率均在50%以下，四家平均资产负债率约

35.02%，低于春雪食品的54.9%。春雪食品在

招股说明书中也表示，“尽管公司消耗性生物

资产周转期较短、周转率较高，其流动性有助

于改善公司偿债能力，但公司如果出现因银

行贷款不续贷、资金短缺等情况而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负债率高能说明企业债务较多、

债务成本大。如果企业流动性周转出现紧张

或断裂，可能导致流动性无法偿还短期负

债，这将会对经营稳定造成一定影响。“上市

募集资金可以降低负债率，但是要提升盈利

率重点在于管理能力，而不止是拥有资金。”

沈萌说。

盈利能力有待提高

除负债率较高，如何提升盈利能力是春

雪食品面对的另一难题。根据春雪食品的说

法，该公司已经从一家养殖企业转型升级为

以鸡肉调理品深加工为主的食品消费类企

业。“公司产品在行业内有较高的品牌知

名度、成熟的管理经验及丰富稳定的市

场、供应链资源等调理品先发优势，有助

于公司在食品深加工、鸡肉调理品领域进

一步快速、稳健发展。”春雪食品在招股书

中提到。

快速、稳健，春雪食品对自身未来发展有

着一定的规划，但从行业发展来看，以调理品

和生鲜品为主要业务的春雪食品盈利能力似

乎还有待提升。

从春雪食品招股书中的数据可以看到，

2020年圣农发展、仙坛股份、大成食品、凤祥股

份四家企业生鲜品毛利率的平均值为10.64%，

调理品毛利率的平均值为19.54%。而2020年

财报显示，春雪食品的主营业务为调理品、生

鲜品、其他、其他业务，占营收比例分别为

54.14%、41.75%、3.6%、0.52%。两大主要业

务中生鲜品毛利率为8.94%，调理品毛利率

为18.9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毛利率较低说明企业销售收入低、成本

高。”沈萌表示，“提升盈利能力就是要在提高

收入的同时降低成本，一方面企业可以加强

品牌附加值，另一方面可以改进生产、供应链

和渠道成本。”

或许是意识到上述问题，春雪食品也在

多途径寻求增量。在渠道方面，除了保持商

超、餐饮、海外出口等业务外，春雪食品正在

寻求拓展批发零售市场。据了解，目前春雪食

品产品已经覆盖家乐福、大润发、全家、盒马

鲜生等线下大型超市、新零售门店。随着线上

销售趋势的兴起，春雪食品也在各大主流电

商平台如京东、天猫等设立自营店铺。

在研发方面，春雪食品产品系列涵盖中

式料理包系列、西式油炸裹粉系列、火锅制品

系列（鸡肉丸、鸡肉卷等）、鸡肉烤串系列、健

身系列、儿童系列等。春雪食品在招股书中表

示，仍将不断研发创新开发出适应不同需求

的产品。但春雪食品也表示，受雏鸡、玉米、豆

粕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及鸡肉产品市场需

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仍存在一定的业绩

下滑风险。

就偿债压力、盈利发展等问题，北京商报

记者联系采访了春雪食品，但截至发稿未收

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张函

德克士供应商春雪食品上市了。10月13日，春雪食品正式登陆上交所，发行价格

为11.8元/股。开盘后，春雪食品股价大涨43.98%，为16.99元。在拥有伊藤忠商事、德

克士快餐、全家便利店等一大批高黏性知名客户下，这家成立于1991年的鸡肉调理

品生产商定下“致力于成为中国鸡肉调理品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的战略目标。不过，

在这之前春雪食品首先要解决其负债高、盈利少等的现实问题。

北京第二批次

集中土拍情况

共有9宗地成交

2宗地进入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投报
阶段，将通过专家评选方式最终确定竞得人

结
果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廖蒙）10月

13日，央行官网发布《2021年前三季度金融

统计数据报告》和《社会融资规模报告》。

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9月人民币贷款

增加1.66万亿元，同比少增2327亿元。前三

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72万亿元，同比多

增4624亿元。

在备受关注的房贷数据方面，2021年三

季度同比回落明显。在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

增量中，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6.35万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63万亿元，中长期

贷款增加4.72万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

加10.48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4万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8.33万亿元，票据融

资增加8148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

少1619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从9月单月新增

信贷表现来看，不及预期18100亿元，相较

2020年9月同比少增2400亿元。但环比多增

4400亿元，2021年8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2200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对比2020年、

2021年上半年和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

告发现，体现居民房贷变化的住户部门中长

期贷款回落明显。按照央行披露的数据计

算，2021年三季度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

1.29万亿元，2020年同期增量为1.8万亿元，

同比下降28.33%。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根

据Wind数据，9月单月新增信贷数据同比少

增主要是由于居民部门和金融机构少增所

致，企业部门比去年同期略有多增。其中，居

民部门新增7886亿元，比上月多增2131亿

元，但比去年同期少增1721亿元；企业部门

新增9803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增

2840亿元和345亿元。

“总量虽有改善，但结构仍不够理想，中

长期贷款同比少增，体现了实体经济融资需

求偏弱。”温彬表示，同时，居民部门中长期

贷款变化，仍然与较严的房地产调控有关。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

华则进一步补充，新增信贷结构出现变化，

主要是受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房地产融资

环境收紧，部分企业转向票据融资；同时，9

月楼市“降温”，居民购房意愿下降拖累房地

产销售，居民长期限贷款下降；二是受能源、

工业原材料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

转向观望。

·相关新闻·

三季度房贷增量同比下降近三成

地区：涉及海淀、丰台、大兴、昌平、房山、门头沟6个区

土地总面积：约53公顷

规划建筑规模：约115万平方米

实现土地出让价款：约379亿元

可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共有产权住房面积：约20万平方米

继1宗招标、26宗延期出让、5宗地块底价成交后，10月13日，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土拍启动，11宗住宅用地参与到现

场竞价。受市场“冷空气”影响，此次参与房企较首批供地有所减少，仅有海淀2宗地块转入竞高标准住宅方案阶段，不过首

个摇号、竞现房“花式”登场，也体现出北京土拍的韧性。

26宗地块临时延期预示着北京土拍的“冷”，首个摇号、竞现房销售悉数登场则代表着北京土拍的“热”，北京第二批集

中供地就在这样的冷热状态下收官，最终17宗地块合计揽金约513.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