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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紧缩政策的影响及应对
＊ 

近期密集推出的地产融资紧缩政策给经济增长增

添了下行压力。据估计，地产融资紧缩政策和棚改退

坡合起来会让地产投资增速下滑 10 个百分点，令 GDP

增速损失 0.9 个百分点。决策者可以用基建投资来对

冲地产投资减速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要做

到完全对冲，基建投资增速需要从目前约 4%的水平上

升至 12%。只要政策顺应基建投资的商业模式，满足

地方政府的合理融资需求，12%的基建投资增速不难

达成。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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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紧缩政策的影响及应对 

近期密集推出的地产融资紧缩政策给经济增长增添了下行压力。据估计，地产融

资紧缩政策和棚改退坡合起来会让地产投资增速下滑 10 个百分点，令 GDP 增速损失

0.9 个百分点。决策者可以用基建投资来对冲地产投资减速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

响。如要做到完全对冲，基建投资增速需要从目前约 4%的水平上升至 12%。只要政策

顺应基建投资的商业模式，满足地方政府的合理融资需求，12%的基建投资增速不难

达成。 

房地产投资在 2019年上半年发挥了关键的稳定器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增

速从去年的 6.6%下滑至 6.3%。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中，房地产投资发挥了稳定器的

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0.9%，增速比固定资产投资总体

增速高出 5 个百分点。如果不是地产增速处在较高水平，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增速很

可能已经跌破 6.0%。但随着今年 7 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

经济的手段”，房地产融资政策已明显收紧，给地产投资带来下行压力。在这样的背

景下，为了预判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有必要估计紧缩政策对地产投资和经

济增长的数量影响。为了让研究聚焦，估计时忽略了除棚改退坡外其他因素（如利率

变动）对地产行业的影响。 

图 1：地产投资是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重要稳定器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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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投资对房企外部融资的依赖度不低。地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包含销售定金、

预付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在内的销售回款是大头。而在销售回款之外，房企自有资金和

外部融资是两大资金来源。其中的外部融资又包括开发贷（房地产开发贷款）、信托、

国内债券和海外债。2018 年，房企外部融资合起来大约占到了地产投资资金来源的

27.5%。从这样的占比来看，地产投资对房企外部融资有不低的依赖度。 

图 2：地产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资料来源：Wind 

收紧房企融资的政策在近期陆续出台，房企外部融资面临压力。目前已经出台的

政策将对地产融资中的开发贷、信托和海外发债三方面带来不小压力。估计房企这三

项融资的总和在今年下半年会因为政策压力而少增约 1.4 万亿元。这一数据的估算详

情如下： 

2019 年下半年房地产开发贷融资估计会因为政策收紧而少增约 0.63 万亿元。银

保监会窗口指导要求，2019 年末地产开发贷余额需控制在 2019 年 1 季度末的水平

（10.85 万亿元）。据此，开发贷在 2019 全年仅有 6600 亿元的净增量空间。根据往

年开发贷中到期量占比的数据，估计今年开发贷的到期量大概为 1.3 万亿元。因此在

政策影响下，今年全年开发贷发放量（到期量加上净增量）合计约为 2 万亿元。而用

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可以估算，如果没有政策收紧的影响，今年全年开发贷发放量大概

为 2.6 万亿元（没有政策收紧时的信托和海外发债融资额估算方法类似）。因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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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紧政策估计会让开发贷在今年少增 0.63万亿元。而这些少增都会发生在今年下半

年。 

2019 年下半年地产信托融资估计会因为政策收紧而少增约 0.42 万亿元。银保监

会要求地产信托规模不得在今年二季度末基础上新增。估计今年下半年共有约 3400亿

元信托到期。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地产信托融资不能超过 3400亿。这相比没有政策冲

击情形下的信托融资少增约 4 千亿元。 

2019 年下半年地产海外发债估计会因为政策收紧而少增约 0.35 万亿元。在房企

海外发债方面，发改委 2019年 778号文要求“房地产企业发行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来

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2019 年房企海外债到期规模为人民币 1529 亿元，

而上半年海外债券已发行 1521亿元，因此在政策收紧背景下，下半年海外债券几乎没

有增量。这使得下半年海外发债量估计会比没有政策冲击时少增约 0.35 万亿元（表

1）。 

表 1：融资政策收紧对房地产融资影响的估计 

 
2018 年融资额（万亿

元） 

2019 年无政策冲击情

形全年融资额（万亿

元） 

2019 年政策冲击情形

全年融资额（万亿

元） 

开发贷融资 2.4  2.6  2.0 

信托融资 0.9 1.2 0.8 

海外发债融资 0.6 0.5  0.1 

三项融资合计 3.9 4.3  2.9 

地产融资政策的收紧估计会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 6.7 个百分点。历史数据测算显

示，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速每下降 1 个百分点，将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 0.8 个百分点。

2019 年房地产融资如果少增 1.4 万亿元，将使得全年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速下降 8.4

个百分点，进而带来地产投资增速下降约 6.7个百分点。 

在地产融资政策收紧的同时，今年棚改政策的退坡估计会让地产投资增速下降

3.3 个百分点。2018 年，我国实际完成 627 万套棚改。按照国务院的部署，2019 年棚

改计划开工仅 285 万套，比 2018 年实际棚改量下降 55%。以一套房面积 90 平方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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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测算，棚改退坡带来的地产在建面积降幅约为 3 亿平方米，估计会让地产投资增

速下降约 3.3 个百分点。 

地产融资的收紧和棚改退坡合起来估计会让我国 GDP 增速降低 0.9 个百分点。融

资收紧和棚改退坡两项合起来，估计会让地产投资增速下降约 10个百分点，对应地产

投资额的减少量约 1.2 万亿元。相应地，GDP 口径中的地产固定资产形成会减少约 7

千亿元。利用我国的投入产出表估算 GDP 会因此减少 8 千亿元，GDP 增速损失约 0.9

个百分点。 

由于政策在外需、消费、和减税降费方面均面临约束，基建投资是政策对冲房地

产下行压力的主要抓手。进入 2019 年，全球经济景气持续下滑。2019 年 8 月，摩根

大通全球制造业 PMI 为 49.5，连续 4 个月落在收缩区间。疲弱的全球经济再叠加上中

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面临的外需前景不乐观。另一方面，由于消费支

出主要决定于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当期收入变化的敏感性较低，所以消费刺激

政策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在财政方面，减税降费对需求端的提振有赖于企业和

个人扩大开支，其效果更多体现在中长期。而减税降费带来的财政减收压力也压缩了

财政进一步发力的空间。在出口、消费及减税降费都面临约束的时候，基建投资是决

策者对冲地产下行压力的主要手段。 

如要完全对冲地产投资走弱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下行压力，基建投资增速需要加快

8.3 个百分点。2018 年，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不含电力部门投资）的总额分别为

12.0 万亿元和 14.5 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 1.2 倍。考虑到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对上

下游行业的拉动程度相差不远，要对冲地产投资 10个百分点减速的影响，基建投资增

速需要加快 8.3个百分点。2019年前 7个月，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仅为 3.8%。而在

2013~2017年间，我国基建投资增速长期稳定在 20%左右。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

国家，基建投资仍然有广阔的空间，约 12%的基建投资增速是合理并可行的。因此，

决策者如果需要稳定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有足够的政策手段。 

基建投资能否发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者看待基建投资的态度。作为基建投

资投融资主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乍看起来存在着投资回报率低，覆盖不了资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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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问题（2018 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 2%，远远低于它们 6%的

发债平均票息率）。不过，基建投资大多是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的相当部分是项目

的外部性，虽然无法体现在项目本身的微观回报率上，却能推升城市的地价和房价。

因此，地方政府借债做基建，然后再通过土地财政来变现投资回报以偿还债务，是一

个成立的而且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也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在这种商业模式之下，我国利用基建投资来对冲地产投资下行的空间

是充足的。从近期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提前下发来看，稳增长政策在基建方面发力的倾

向已经十分明显。考虑到建国 70周年大庆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决

策者会有很强动力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底线之上。因此，决策者会相机调整刺激基建投

资的政策力度。如果地产下行压力增加，政策在基建融资方面的放松力度也相应会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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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019年 5月以来房地产政策变化 

日期 分类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19/5/17 
银行

贷款 

《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

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发

[2019]23号） 

整治重点：1.限制表外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土地出让金融

资；2.未严格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违规向“四证

“不全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融资资金；3.通过影子银行

渠道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4.并购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

等贷款管理不审慎，资金被挪用于房地产市场 

2019/5/17 信托 

《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

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

的通知》（银保监发

[2019]23号） 

禁止通过股权投资+股东借款、股权投资+债权认购劣后、

应收账款、特定资产收益权等方式变相提供融资；直接或

变相为房地产企业缴交土地出让价款提供融资，直接或变

相为房地产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2019/6/6 
海外

债 

《关于对地方国有企业发

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关

要求的通知》（发改委外

资[2019]666 号） 

要求所有企业及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发行外

债，需由境内企业向发改委申请备案登记；地方国有企业

作为独立法人承担外债偿还责任，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

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地方国有企业外债，不得为

地方国有企业发行外债提供担保；承担地方政府融资职能

的国有企业发行外债仅限用于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

期外债。 

2019/7/4 信托 窗口指导 

多家信托公司收到银保监会窗口指导，要求限制地产信托

业无规模。各家公司表述不尽相同，有的要求“自觉控制

地产信托业务规模“，有的要求”三季度末地产信托业务

规模不得超过第二季度“，甚至个别公司要求”全面暂停

地产信托业务“。 

2019/7/9 
海外

债 

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对房地产企业

发行外债申请备案登记有

关要求的通知》 

1.要求房企发行外债职能置换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

外债务；2.要求房企在申请材料中列明拟置换境外债务的

详细信息；3.房企发行外债要加强信息披露，在募集说明

书等文件中需明确资金用途等情况；4.房企应保持境内母

公司各种类型内外债比例合理，有效防控外债风险。 

2019/8/9 
银行

贷款 

《关于开展 2019年银行机

构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

通知》(银保监方便函

[2019]1157 号) 

在 32个城市开展银行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检

查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房地产业务风险管理、信贷资金

被挪用流向房地产领域、同业和表外业务中房地产业务有

关违规行为。重点检查是否存在 1.个人综合消费贷款、

经营性贷款、“首付贷”、信用卡透支等资金挪用于购

房；2.并购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等贷款管理不审慎，资

金被挪用于开发房地产；3.资金通过影子银行渠道违规流

入房地产市场；4.理财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变相为房地产

企业支付土地购置费用提供融资，或以自身信用提供支持

或通道等问题。 

2019/8/29 
银行

贷款 
窗口指导 

多家银行近期收到窗口指导，自即日起收紧房地产开发贷

额度，原则上开发贷控制在 2019 年 3月底时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