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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综合

“一带一路”政策密集出台

今年有望纵深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5

年

来， 已经进入全面务实合作新阶

段，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更加密切，

产能合作不断升级， 贸易投资水

平日益提升。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的专家表示， 今年各部委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部署更具有针

对性，更加打通互联互通的环节，

工作也将更加见效， 无疑，“一带

一路”倡议将进一步纵深发展，全

面推进。

进入

2018

年， 多个部委对

“一带一路” 倡议做出新的部署，

还出台了“一带一路”相关行动规

划。 据商务部透露， 今年为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强与有关

国家的战略和规划的对接； 通过

双边、 多边等协定进一步提高贸

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 继续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 更新发布具体国

家的投资指南； 指导企业有效防

范和化解风险。 保监会与国家外

汇管理局联手规范保险机构内保

外贷业务， 引导保险资金切实服

务“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相关行动规划，

包括气象局出台的《气象“一带一

路”发展规划（

2017~2025

年）》、

国家邮政局印发的 《关于推进邮

政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

意见》、海关总署发布的《推进“一

带一路” 沿线大通关合作行动计

划（

2018~2020

年）》等。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

所副所长白明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 倡议要

全方位推进不仅要签署合作协

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

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

一路”愿景与行动的总框架，这些

部委的新部署是把互联互通的子

系统进一步全部打通。以海关总署

发布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大通

关合作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为例， 这是充分发挥大通关合作

在促进“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和贸

易畅通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

用， 将进一步提升沿线贸易安全

和便利水平。 因此中国不仅要提

高本国的通关便利化水平， 也需

要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

关设施。 这样才会进一步促进“一

带一路”国家间的合作。

此外，“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经贸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商务部

数据显示，

2017

年中国对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

7.37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7.8%

，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

速

3.6

个百分点。 从投资看，

2017

年， 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

资

144

亿美元， 在沿线国家新签

承包工程合同额

144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4.5%

。

那么，对于

2018

年中国该如

何继续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建

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指出，加

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推

动政策沟通， 实现共商和战略对

接。为此，要在经济外交上多做工

作，让外方了解“一带一路”倡议

的内涵和操作思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首要条件是推动基础设施

的联通，但“一带一路”建设不是

援建项目， 而是通过共建和公私

合营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 发挥设施联通对贸易投资的

支撑作用。

刘向东指出，应发挥金融机构

的资金融通作用， 引导社会资本

更多地流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长租公寓：“二房东” 也不好当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首先将时钟回拨到去年

12

月，新派

公寓的创始人及

CEO

王戈宏敲响深交

所开市的钟声，新派公寓类

REITs

（即新

派公寓权益型房托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正式挂牌， 成功发行全国首单住房租赁

类

REITs

，新派公寓可谓一时风光无限。

只是，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新派

公寓又站上舆论风口。市场消息指出，由

于物业产权人发生变更， 新派公寓的第

三个项目“新国展店”于春节期间遭遇停

水停电， 其在

2

月

23

日对外的声明中

称， 物业的新产权方北京帝景房地产有

限公司“直接借检修名义，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上午

10

点至

12

日上午

10

点停

电，但一直未见人检修”；同样的断电问

题于

13

日下午再次出现，此次“停电已

长达

12

天之久”， 断电之后更出现断水

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新派公寓的“新国展

店”实际上是新派公寓在

2016

年

5

月租

下的天竺镇天竺大街

12

号院 （天禧大

厦）

2

栋楼宇，租期

12.5

年，该项目经过

装修之后便推向市场。就这一事件，王戈

宏曾于

2

月

21

日深夜在微信朋友圈中

发布长文，声讨店面春节期间遭遇新业

主无故强行停电的行为。 另一方面，记

者尝试在新派公寓的官方微信渠道预

约看房，目前无法在“新国展店”进行租

房预约。

新派公寓在对外声明中表示， 其租

赁在前， 得知此物业被多家法院查封在

后。

2017

年底，该项目被强制拍卖给北

京帝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由此这个项

目的 “二房东” 新派公寓迎来了新的

“房东”。

对于大多数国内的长租公寓品牌来

说，实际上扮演的是一个更规模化的“二

房东”角色：先长期租下住宅公寓、厂房、

酒店等，再进行改造，最后分散单租出

去，一般都会是

10

年以上的长期租，低

价拿房高价出租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

在罗湖笋岗片区经营长租公寓的罗先

生告诉记者，收房成本大约占总成本的

40%

，装修约占

30%

，而且这

70%

需要

在前期短期内投入，后期的运营成本约

占

30%

。

如果把新派公寓此次遭遇的事件看

作一个行业现象， 其折射出的是长租公

寓“二房东”模式的“集体性”风险：产权

人转让物业之后租约或者租金能否持续

稳定的潜在风险。

罗先生告诉记者， 长租公寓领域里

很多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缺乏具体的规

范化细则， 自己在拓展项目过程中也遇

到过业主违约、证件不全等问题，特别是

一些符合业务开展需要条件的存量房，

像旧厂房和农民房等， 存在部分产权与

用地性质未明确的问题。此外，还存在建

筑、消防验收规范不清晰，工商等经营证

照不明确等问题。

为了达到规模， 目前很多开发商进

军长租公寓市场除了自有物业， 也采

取“二房东”和并购等模式，提升了行

业拿房成本， 导致物业资源的竞争白

热化。 根据招商蛇口此前公布的战略

规划， 招商蛇口壹系公寓计划中短期

实现全国重点城市品牌落地， 公寓管

理规模

10

万间；同时设定在未来通过

收购兼并的模式加速扩张， 管理规模

扩容至

100

万间。

目前，市场资金仍在不断输入长租

公寓市场。 今年年初，长租公寓品牌自

如宣布完成

40

亿元

A

轮融资，刷新国

内长租公寓行业最高单次融资纪录。

近日， 长租公寓运营商蛋壳公寓宣布

完成

1

亿美元的

B

轮融资。 在一些业

内人士看来，“二房东”模式“雷”多，并

非长久之计。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

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实际上现在很多长

租公寓项目的问题都是与房源的获取

有关，比如说承租权难以得到保障等。

所以类似的公寓项目面临经营困难，其

实就是说明房源获取的风险很大，进而

也会影响租赁业务和背后的金融产品

收益。 未来，应该加大开发商持有物业

用于租赁的力度，而类似收储存量物业

进行改造的做法，多少会有“吃力不讨

好”的尴尬。

央行：资本补充债券特定条件下可减记或转股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为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发

行资本补充债券的行为， 提高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的损失

吸收能力，央行昨日发布

2018

年第

3

号公告称，资本补充债

券可以实施减记，也可以实施

转股，并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发行具有创新损失吸收机制

或触发事件的新型资本补充

债券。

上述资本补充债券包括银

行常发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和二级资本债， 值得注意的

是，此前优先股作为银行常用

的资本补充工具，在银行设定

的特定触发条件下可以转股，

而二级资本债等并无此类特

质。 新规意味着，更多的银行

资本补充工具都可以在特定

条件下转股。

另需注意的是， 公告称，

2006

年央行发布的第

11

号公

告同时废止。

11

号文主要对商

业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券提前

赎回、延期支付利息、到期延期

支付本金利息以及清偿顺序作

出限制规定，该文废止后，也意

味着以后银行发行资本债券时

的提前赎回、 延期支付利息等

触发条件可以自行规定。

此外， 昨日发布的

3

号文强

调，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统筹考虑

资产增长、结构调整、内部资本留

存、外部环境等因素，合理、审慎

地制定资本补充及资本债券发行

规划， 在相应资本约束下促进自

身稳健经营， 并确保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服务实体经济。

找不到并购标的？

巴菲特想到了航空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在“股神”巴菲特最近给股东

的年度信函中， 他直呼难以找到

符合其标准并且交易价格合理的

并购交易。据海外媒体报道，巴菲

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排除全盘

收购一家航空公司的可能性。 与

此同时，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也持有多家航空公司

的股票。

巴菲特表示，他不会排除“拥

有一整家航空公司”的可能性，正

如伯克希尔哈撒韦从持有伯灵顿

北 方 圣 太 菲 铁 路 运 输 公 司

（

BNSF

） 的一部分股份到全盘收

购后者那样。不过，巴菲特同时警

告， 航空业是一种与铁路不同的

业务， 这是因为铁路行业需要铁

轨及其他基础设施才能运营，因

此对于新进者来说想要颠覆这

个行业的空间更为有限。 “你没

办法建造一条新的铁路，却可以

增加一个航班，这两个行业之间

有着不同的经济原理。 ”巴菲特

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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