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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疫情封控让中国房地产行业饱受摧残，但PERE中

国圆桌会议的与会者表示，最近的政策变化令人振奋。  

文/ 马克·库珀（Mark Cooper） 
 

 
2022年，中国经历了重重困境。受到政府疫

情管控政策波及的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不

过，房地产专家们相信，这个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将会恢复活力。即使在国家步履维艰之

时，仓储物流和多户型住宅行业依然表现稳

健。这一年甚至有一系列中国房地产投资信

托上市，为机构投资者确立了一个新的资产

类别，并在此过程中为投资管理人开辟了一

条新的退出途径。 
202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率先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和相关公共安全政策的影响。随着北

京于2022年12月7日宣布将取消“动态清零”政
策，中国也成为了最后放开公共健康管制措

施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底开始

反弹。在一些旁观者看来，中国的经济在

2021年似乎走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然而，随着几波疫情反复爆发，中国随后在

2022年采取了严厉的城市封锁政策，这对经

济发展造成了伤害：世界银行预计中国的

GDP在2022年仅增长2.7%。 

对政府做法的广泛抗议表明，政治上也出现

了不稳定因素。“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束令商

业乐观情绪大幅提升，随后新冠感染病例数

也急剧增加。 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数据一

直都是粗略数字，尽管与疫情爆发初期流行

的病毒相比，变异株毒性较轻，但据信已有

数亿人受到感染。 
经济限制对房地产投资市场造成了沉重

打击。根据MSCI Real Assets有关中国房地

产交易的初步数据，2022年第四季度的投资

额为19亿美元，而2021年同期为202亿美元。 
与此同时，ANREV季度中国基金指数

2022年的净总收益率大幅下降，尽管该指数

规模相对较小，总资产价值为62亿美元，但

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其年亏损率已达

9.85%。 
PERE中国圆桌会议于“动态清零”政策结

束后的12月中旬召开，但赶在了12月底和今

年1月初感染人数激增之前。尽管如此，人

们普遍预计会出现一波感染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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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Yu 
领盛投资管理 

董事总经理，负责仓储物流、收购和资产管理业务 

 
领盛（LaSalle）于2007年进入中国。Yu于2018年

加入领盛，之前曾在铁狮门（Tishman Speyer）和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任职。截至2022年

第二季度，领盛在全球管理着820亿美元资产，其

中130亿美元在亚太地区。 

 
 
 
 
 

 
陈名（Martin Chen） 
东久新宜集团首席投资官 

 
东久新宜集团（DNE Group）是一家专注于新经

济的中国房地产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逾150

亿美元。陈名在一年前加入东久新宜，在此之

前，他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已任职九年（常驻

中国）。 

 
 

陈坚（Keith Chan） 

方隅首席执行官 

 
方隅（Funlive）是中国多户型住宅的

专业运营商和管理公司，管理资产规

模达180亿元人民币（26亿美元；24.5

亿欧元）。陈坚之前任职于麦格理资

本，拥有20多年的金融投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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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隅（专注于中国的多户型住宅运

营商和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陈

坚表示：“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未

来一到两个月的情况会很坎坷，因为

很多人会感染最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株。 
按照这个速度，两到三个月后，大多

数人都将经历过感染，从而提高群体

抵抗力系数。” 
“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在疫情封控

中受到了很大挫伤，可能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恢复，受此威胁，决策变得异

常艰难。” 
Winnie Yu是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管

理公司领盛投资管理的董事总经理，

负责仓储物流、收购和资产管理业务，

她表示，中国房地产专业人士对复苏

的前景充满热情，但也务实地看待复

苏所需的时间。 
     她说：“人们将能够再次在中国

四处走动，与家人相见、参与商务会

议、出差和度假，这将促进酒店业和

商业地产的发展。人口流动性越大，

也就越有利于多户型住宅和仓储物流

行业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将能够与

租户和投资者会面，当面了解资产和

开展业务。”

“国内机构和中国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为
房地产经理人和开发
商提供了两个绝佳的
核心销售市场” 

 
 

陈坚 

方隅 

  “然而，尘埃落定还需要一段时间，
至少需要一到两个季度才能恢复信心。
然后，从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我们
将会看到一些积极信号。” 
东久新宜集团（专注于新经济的中国

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陈名补充称：

“市场情绪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

全面放开疫情管控措施，一切安定下

来，我认为未来12个月的情况将会得

到改善。零售和酒店业的人气将会变

旺，消费能力也将得到释放。我认为，

仓储物流等更具韧性的行业也将受

益。”  
 
国内与国外，冰火两重天 
尽管对中国房地产的信心无疑正在改

善，但近几个月，中国国内外投资者

之间的热情差距一直在拉大。研讨小

组认为，虽然外国投资者绝不会退出

中国市场，但是需要些时间才能恢复

投资热情。 
陈坚说：“在当前环境下，大多数

投资者都对中国市场持谨慎态度，尤

其是在全球配置资产的外国投资者。 
 

 
 
 
 
 
 
 
 
 
 
他们担忧的不只是地缘政治，还有
受到动态清零政策负面影响的经济。
不过，经验丰富的海外投资者、国
内机构和像方隅这样的业主运营商
仍然保持活跃。” 
  “由于海外投资者的兴趣下降，已

经活跃了一段时间的国内投资者，

最近变得更加重要。”  
   事实上，与前一年相比，中国房地

产资产在2022年接收的海外投资已大

幅缩水。MSCI数据显示，2022年只有

64亿美元的交易涉及外国买家，而前

一年该数字则为14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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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表示：“今年外国投资者很难

做出决定。他们不得不保持观望。 他
们希望看到一些积极信号，并且可能

要到2023年下半年（他们才会返回市

场），因为他们希望看到经济数据、

租赁数据和其他指标有所改善。” 
不过，陈名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快

速复苏，海外投资者一定不希望错失

良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取决于中

国的经济状况，而中国经济可能很快

就会反弹，”他说道。 

自疫情开始以来，中国一线城市的写字楼和零售物业收益率有所上升，而仓储物流收益率保持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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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机会 

我们的圆桌会议与会者指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但他们也

看到了进入壁垒。 
 

疫情封锁和旨在为中国住宅市场降温的监管措施为市场带来了动荡，而

这种动荡也制造了困境中的机会。 但这些机会并非显而易见。 
    陈坚表示：“中国许多投资者在关注占房地产市场80-90%的待售住宅

行业，该行业经历了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有望在困境中出现一些定价

诱人的投资机会。机会是有，但许多陷入困境的项目极难推进，而且十

分耗时。需要慎之又慎。” 
在商业地产领域，有的开发商希望通过出售资产来维持流动性，这

会创造一些投资机会。然而，较低的定价往往会附带着复杂的问题。

陈名说：“我们在似乎颇具吸引力的工业领域看到了一些困境机会，

其中一些项目可以通过债务以实惠的价格拿到手。但是，你需要非常

非常严格仔细地进行筛选。” 
“例如，我们看到一个仓库因其所有者破产而被出售。然而，原来

的所有者在购买土地进行开发时，向当地政府许下了一些承诺，而这些

承诺的义务将会转移给接盘者来完成。所以说，这不单单只是一个低价

买入，然后做一些资产管理工作的简单问题。真正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的

投资者，是那些能够与地方政府谈判并知道地方政府想要什么的人。” 
Winnie Yu表示，虽然领盛投资管理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了一些资产，但

“找出真正的困境机会需要很多时间并承担很多压力，因此在这个市场

上，严格筛选并做好下行保护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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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情况并不是“外商退，本土

商进”那么简单。那些扎根中国并受

投资者支持的外国管理公司，尽管很

谨慎，但一直都在持续投资中国市场。 
例如，领盛在2021年10月为其中国仓

储物流基金募集了9.72亿美元，据中

国的经理人报告称，与欧洲和北美同

行相比，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

者更愿意投入资金。 
此外，国内外投资者往往在寻找不

同的机会。“大多数海外投资者对核

心资产不感兴趣，”陈名说，“他们

在关注‘新经济’领域。例如，生命

科学行业经证明颇具韧性，海外投资

者对此一直热情不减。然而，缺乏稳

定资产就意味着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参

与度较低。” 
东久新宜的经历可以佐证这一点。 

去年4月，东久新宜与一家亚洲机构

投资者共同出资12亿美元成立了一个

合资企业，在中国一线城市投资生命

科学房地产。与此同时，荷兰养老金

管理公司APG Asset Management，也

于2021年携手医疗保健专业投资公司

CBC，首次在亚太地区进行生命科学

房地产投资，并向CBC中国生命科学

基础设施风险基金投资了近5亿美元。 
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一

个闪光点是受通胀的影响较小，并且

在2022年既未出现利率上升，也未出

现建筑材料成本大幅上扬。然而，美

国和欧洲不断变化的利率环境可能会

影响居住在那里的投资者，因为他们

的无风险利率已经出现上升。 
 
 

“投资者关注的

是风险调整后的

收益，目前他们

十分担忧风险，

所以希望缓释任

何交易的风险” 
陈名 

东久新宜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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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的艰难环境意味着中国国内

投资房地产的机构（主要是保险公司）

也持谨慎态度。陈名说：“我们经常

与人寿保险公司交谈，了解到他们的

投资标准已经收紧并变得更加严格。 
比如，他们还是看好仓储物流资产。 
但他们会更注重在优质城市的黄金地

段购买资产。” 
Yu表示，所有在中国的投资者都

对其经理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投

资者真的很想了解市场动态，所以我

们一直在分享更多关于资产表现、市

场表现和租户活动的信息。在这种环

境下，我们也将更多的风险保护因素

纳入到对投资者的承销中，为了谨慎

承销，我们可能会增加持有期。关于

融资条款，我们也在努力变得更加谨

慎。” 
陈名补充说：“投资者关注的是风

险调整后的收益，目前他们十分担忧

风险，所以希望缓释任何交易的风险，

并寻求保护，比如运营商提供的净营

业收入保证和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保证。” 

  
本币基金备受追捧 
国内房地产机构投资的增长，意味着

经理人们正在争相创建人民币筹资平

台。东久新宜已经募集了一些以人民

币计价的基金，而领盛和方隅也都在

调查这个市场。 
陈名表示，国内投资和人民币基金

的增长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我们

看到国内投资者的参与度有所提高，

因为与五年前相比，如今机构拥有更

多完善、成熟的核心资产。我们已经

与多家机构合作了一段时间，并且成

功筹募了人民币基金，因此对未来充

满信心。” 
     陈坚说：“我们一直在探索人

民币基金，并且注意到，国内投资者

想知道你有资产可供投资，而不想投

资盲池基金。他们还希望看到基金经

理的业绩记录。” 

 
“国内机构和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C-REIT）为房地产经理人和开

发商提供了两个绝佳的核心销售市场。 
以前，大多数交易都是围绕着依据增

值策略、在相似类型的公司和经理人

之间出售的资产进行的，然后转入下

一个项目。现在，我们有了两个获得

稳定、长期所有权的渠道。” 
     多年来，仓储物流一直是在中国备

受青睐的行业。新冠疫情并未改变这

一点，虽然在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

严格的封锁让仓储物流业主和运营商

的生活变得和其他人一样艰难。最近，

多户型住宅行业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吸

引力，一些国际投资者声称中国可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租赁住宅市场。 

 
 
 
 
 

 

“中国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规模
庞大，对市场来
说是一场变革” 
WINNIE YU 

领盛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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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名说：“仓储物流和多户型住宅

是国内投资者的两大投资主题。” 
海外投资者也依然保持着兴趣。 

Yu表示：“我们会关注制造业、商业

园区和数据中心等行业，但仍专注于

仓储物流和多户型住宅，因为我们认

为它们是稳健且能够提供市场流动性

的行业。总体而言，这些有弹性的行

业表现相当不错，但我们预计酒店和

写字楼行业的价格将会上涨。不过仍

然需要努力寻找入场价格合适的交

易。” 
     业内关键的一笔交易发生于2022年
初，当时新加坡专业管理公司ESR以

44亿元人民币（6.92亿美元；6.53亿
欧元）从纽约的房地产私募基金公司

DLJ Real Estate Capital Partners手中购

买了位于上海的11个物流资产投资组

合，资本化率据信低至4.3%。据报道，

新加坡主权基金GIC是这笔交易的资

本合伙人。 
 

 
 

 
 
 
 
 
 
 
 
 
 
 
 
 
 
 
 
 
 
 
 
 
 
 
 
 
 
 

 
 
Yu表示，“就单笔交易而言，DLJ

的此次交易非常成功，因为资本化率

低得惊人，即便是对仓储物流行业而

言也是如此。”然而，随着疫情封控

措施的实施，仓储物流市场开始走弱。 
她说：“一线城市的仓储物流价格保

持得还算不错，但二、三线城市则出

现了一些供过于求的情况。可是资本

化率的增幅并没有那么大，或许只有

25个基点。” 
陈名补充道：“投资者对仓储物流

行业仍有很大兴趣。但2022年初实现

的定价可能代表着峰值，投资者短期

内可能很难再看到那样的价格。” 
经纪商世邦魏理仕的数据显示，

2022年一线城市的仓储物流收益率保

持稳定，但写字楼和零售物业的收益

率有所扩大。 
对于领盛和东久新宜等该行业

的投资者来说，冷藏库正成为仓

储物流日益重要的一部分。近年

来，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富裕，消

费者对更多种类、更优质、更富

营养且更美味的新鲜食品的需求

显著上升。新冠疫情和外卖配送

服务的兴起助推了这一趋势。 
 

 
中国的投资者常说，跟随政府的意

愿是成功的好方法。因此，中国政府

对多户型住宅行业的支持令投资者备

受鼓舞。世邦魏理仕的研究表明，虽

然中国有1.5亿人住在出租屋中（占中

国总人口的10%以上），但只有2%的

住房可归类为多户型住宅。然而，该

经纪商预计，到2030年，需求的增加

和政府的支持将使多户型出租公寓的

数量增加到1200万套以上。 
陈坚说：“多户型住宅在中国得到

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的一、二线

城市基本面很好，因为人口多、流动

人口规模大、住宅价格也高。此外，

该行业的制度化建设也在进行中，这

将提升全球和国内投资者对已建成资

产的交易兴趣。” 
 

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欣欣向荣 
今年，首批基于多户型住宅资产的中

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推出，这是该

行业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助于进一步

推进行业制度化发展。 
 

 
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面临变革 

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行业的成功对经理人和投资者来说都是一种激励。  
 

领盛投资管理的Winnie Yu表示，“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规模庞大，对

市场来说是一场变革。”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多次试运行，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于2021年

正式推出。与其他地方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不同，它们是以为数不多几

个领域（如基础设施、仓储物流和多户型住宅）的商业地产为基础的债务

工具。陈坚说：“这酝酿了将近20年。” 
 目前已总共发行了24只，其中许多都获得了数百倍的超额认购。 许多房

地产管理公司都推出了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其中包括东久新宜集

团，该公司为其一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筹集了超过15亿元人民币（2.2亿
美元；2.07亿欧元），该基金的资产支撑是一个高科技生产车间投资组合。 

 陈名表示，这种发展趋势正在加深人们对房地产的兴趣：“我们看到，

公开市场投资者有兴趣推出pre-REIT基金，以收购可以成为中国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的成熟资产，我们预计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趋势。” 
 虽然已推出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涉及多个不同的行业，但陈名认为，

那些投资于缺乏流动性行业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将会是最成功的。“仓

储物流行业的流动性已经很充足了，所以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溢价

并不显著。不过，对于制造业或多户型住宅等其他行业，中国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的退出溢价则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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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境内跨境投资锐减，而国内交易在第四季度也大幅下滑（单
位：十亿美元） 

国内交易 跨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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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封控抑制经济活动， 2022年ANREV中国房地产基金指数的净总收益率
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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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已完成的金额在1000万
美元以上的交易  
来源：MSCI Real Assets 

2022年数据截至第三季度  

来源：ANREV 

 
 

    与其他地方一样，对写字楼和零售

物业缺乏讨论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变化

的一个明显迹象。一旦中国摆脱新冠

肺炎疫情，预计两者都会有所复苏，

但我们的研讨会对此二者无甚热情，

尽管它们可能存在一些机遇。陈名表

示，“写字楼行业有价格压力，但交

易量并不大。” 
与此同时，酒店业也有望复苏，这

可能会促成更多交易。实际上，其他

市场的投资者往往倾向于等待疫情尘

埃落定后再投资该行业。 
陈名自然热衷于仓储物流、生命

科学、高科技制造和数据中心等所

谓的新经济领域，但他淡化了生命

科学的潜力，认为它会是一个成功

的利基市场，但不是一个规模化的

业务。“与仓储物流等行业相比，

生命科学是一个小众行业，投资空

间也不是很大。” 
“因此，由于仓储物流行业的可投

资资产规模庞大，它可能会成为未来

十年的热门资产类别，但生命科学领

域吸引关注的时间预计会短很多。” 
 
 
 
 

陈名补充说：“我们参与了高科

技制造领域并看到了它的巨大潜力，

因为这一领域有着强劲的需求，现在

通过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该领

域的投资者有了可行的退出策略。” 
中国房地产投资市场的拓宽是过

去18个月中最有助益的发展之一，而

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人民币基

金的增长对经理人和投资者都是一个

福音。与会者认为，尽管中国房地产

一直在苦苦挣扎，但它也在进步，这

种资本结构的演变就是证明。 
更进一步的激励则来自中国当局对

房地产行业态度的转变。一段时间以

来，政府的限制措施（如备受诟病的 
“三条红线”）束缚了开发商利用债

务的能力，抑制了市场，带来了普遍

的困境。不过，一些支持性举措在

2022年底悄然出台。 

     其中包括取消对上市开发商的股

权再融资禁令、国有银行提供1620
亿美元新的行业信贷、提供280亿美

元贷款以资助住房项目竣工、降低

抵押贷款利率和允许购房者延期偿

还贷款。 
 

   
Yu说：“除了‘动态清零’政策

的结束，市场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

对开发商的限制有所放松，对房地产

的支持有所增加，中国房地产投资信

托基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市

场的稳定，我们也看到了开发商之间

合并的一些机会。” 
虽然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支持购房

者，其次是为了支持对中国经济至关

重要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但预计也

会惠及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者。中国

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防疫政策

和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让国内的房地

产行业参与者欢欣鼓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