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排名 管理人 总资产（元） 收益率 持仓标的 11月收益排名

第1名 董友军 1123400 12 . 34% 江中药业、大华股份、隆基股份、金螳螂、皖新传媒 高献新 11 . 03%

第2名 于俊智 1122600 12 . 26% 保利地产、鄂武商A 、新希望、南京高科、招商蛇口 董友军 10 . 88%

第3名 李义成 1121500 12 . 15% 江中药业、万科A 、阳光电源、江苏租赁、新希望 董世浩 9 . 49%

第4名 郭润龙 1111100 11 . 11%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石油，华邦科技 王军胜 9 . 36%

第5名 董世浩 1107200 10 . 72% 东方园林、东阿阿胶、捷成股份、金螳螂、中金环境 田荣 8 . 73%

第6名 孙威特 1104500 10 . 45%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欣旺达、华灿光电、国祯环保 李义成 8 . 71%

第7名 孙楚桓 1102200 10 . 22% 山东高速、农业银行、蒙草生态、东方园林、中金环境 杜海梅 8 . 62%

第8名 田荣 1083100 8 . 31% 雪榕生物、启迪桑德、世联行、岭南园林、捷成股份 郝建 8 . 59%

第9名 景奉平 1080500 8 . 05% 勘设股份、葛洲坝、凯撒旅游、浙江龙盛、国机汽车 孙楚桓 8 . 18%

第10名 宋建华 1074300 7 . 43% 建发股份、广电运通、雪榕生物、天保基建、浙江医药 于俊智 8 . 02%

第11名 张雨晨 1073600 7 . 36% 新智认知、海康威视、中国电建、保利地产、中航资本 甘成 7 . 60%

第12名 张玉川 1071600 7 . 16% 世运电路、勤上股份、圣阳股份、拓日新能、大连电瓷 盛立高 6 . 97%

第13名 王军胜 1067200 6 . 72% 华夏幸福、金风科技、隆基股份、伊利股份、天保基建 温光斌 6 . 27%

第14名 王成果 1064800 6 . 48% 同花顺、海康威视、浙江医药、保利地产、伊利股份 孙帅 6 . 20%

第15名 郝建 1062700 6 . 27% 海康威视、中天科技、中工国际、联美控股、金风科技 张强 6 . 11%

第16名 张晓欣 1061500 6 . 15% 信维通信、金风科技、新智认知、中天科技、三安光电 崔旭明 6 . 06%

第17名 于凯 1060900 6 . 09% 华夏幸福、碧水源、信立泰、格力电器、葛洲坝 宋建华 5 . 83%

第18名 崔旭明 1060500 6 . 05% 华兰生物、长春高新、恒瑞医药、双汇发展、东方通 景奉平 5 . 77%

开赛日10月14日，起始资金100万元，业绩基准沪深均值，基准日5082 . 60点。11月6日收盘5252 . 31点，涨幅2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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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先机，企业砸钱长租公寓
租房市场乱象频出，专家表示市场管理更需通盘的考虑和严谨的制度设计

随着“甲醛门”“黑中介”等租房市场
乱象接连被曝光，长租公寓行业未来的健
康发展也引发业内关注。记者近日了解
到，一方面，投资回报周期过长、盈利难，
变成长租公寓发展的“紧箍咒”；另一方
面，企业为了追求“头部效应”，不计成本
做大规模，抢占市场先机。此外，住房租赁
市场监管的盲区和顶层设计的缺失，也
给了一些不良企业打“擦边球”的空间。

乱象频出引发担忧

不久前，部分地区房租价格因被质疑
资本介入炒作引发社会关注，尤其是机构
化持有的分散式长租公寓成为舆论焦点。
目前，国内长租公寓主要分为“集中式”和
“分散式”两类。集中式主要以传统的商业
地产运作模式，利用自持土地开发或楼宇
整租改造方式进行运营；分散式主要从租
赁中介业务延展而来，依靠整合户主房源
进行重新装修管理，类似“二房东”。
记者在北京、天津、南京等一二线城

市采访发现，机构化持有的分散式长租
公寓在整个租赁市场中所占比例很低，
占比最高的北京也不足１０％，天津仅为
１％。“这类公寓由于市场份额很低，难
以形成垄断，所以租金主要受市场机制
调节。在市场选择充分的情况下，去哄抬
价格有违常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刘卫民说。
除了房租价格被社会关注，长租公

寓的环保问题也饱受诟病。“空置的时间
越长，赔的钱越多，所以从盈利的角度来
说，最好是装修改造完就安排入住。”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由于机构持有的分散式长租公寓房源都
是收来的，存在较高的持有成本，所以避
免空置就是其运营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装
修材料的标准越高，机构投入改造的成本
也越大，这对利润不大的长租公寓运营商
来说，是一个需要“自我割肉”的领域。

不计成本抢占市场

近年来，万科泊寓、龙湖冠寓、招商
公寓等一批由开发商介入模式打造的集
中式长租公寓发展势头迅猛，在全国多
地积极布局住房租赁市场。在房企纷纷
试水住房租赁这一产业之际，不少从业
者也坦言，重资产运营的集中式长租公
寓盈利难成为大家不愿面对的“一道
坎”，但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一些企业先
不计成本做大规模。
招商蛇口天津公司创新事业部经理

刘媛告诉记者，走纯市场路线的招商公
寓定位中高端，主要受众是滨海新区外
籍人口和中高端人才。虽然租赁用地拿
地成本比销售型低了大概４０％，但实际

运营中还是亏损的，因为按当前市场的
租售比，加上自己拿地成本和建安成本
就“很难算账了”。
“即便在深圳这种外来人口多、住房
租赁需求旺盛的城市，做这种长租公寓
的投资回报周期也要在８～１０年。”深圳
市招商公寓发展有限公司壹间公寓项目
总监张博谦说，大企业一般都把这类项
目放在战略版块，赌市场长期发展情况。
刘卫民认为，现在很多企业做长租

公寓一方面由于响应中央“房住不炒”精
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为了
追求头部效应，先不计成本做大规模，抢
占市场先机。

监管盲区暗藏风险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租购并举的落
实，我国租房的人将越来越多，对租赁住
房的品质和安全要求也将更高。然而，目
前究竟有多少租房需求，又有多少住房
可以出租，谁在经营？这些都没有权威数
据。刘卫民说，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市场机
构，但那只是企业数据，亟须摸清底数、
发布权威数据。自如ＣＥＯ熊林坦言，
环保安全、租金价格、金融衍生品等都是
最受各方关注的风险点，而每个风险点
几乎都是监管的盲点。
“住房租赁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位地方房屋租赁管理部门负责人说，
许多基本概念仍无准确定义。
法律法规缺失让监管无从下手。比

如，各地普遍缺乏改建租赁住房项目立
项、规划、建设、竣工验收、运营管理等规
范性程序，不少已运营的集中式长租公
寓是商改住、工改住等改建项目，或多或
少不符合规划、土地等相关要求，也不符
合《消防法》的“规划前置”消防审批条
件，消防部门无法进行消防审批。有法律
人士表示，政府租赁平台一旦将“问题房
源”作为有效信息发布，就有可能异化为
以政府公信力为中介机构背书。
而大量行为主体游离于监管之外，

让其被动接受监管同样艰难。不仅事前、
事中监管受阻，事后监管也难以开展。比
如，《住宅设计规范》中明确把客厅归为
居住空间，“客厅改造成房间用于出租是
否合法或影响消防安全”暂无定论，也没
有明文规定消防部门应当介入室内隔断
的消防许可管理。
受访的各方人士认为，不想管、不好

管、没法管背后其实是住房租赁法律法规
缺失、制度不健全。过去几十年，住房制度
更多关注产权交易市场规范，而当前对规
范租赁秩序的需求愈发凸显。刘卫民等专
家认为，在租购并举的格局下，租赁市场
管理不再只是仅仅管住“黑中介”，稳定价
格、稳定供给、保证居住，更需要进行通盘
的考虑、严谨的制度设计。 据新华社

□半岛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11月6日讯 11月6日，百泰

可·城投健康管理项目（山东）签字仪式
在城投集团举行，大型国企正式“牵手”
美丽经济。据悉，百泰可股份是发源于意
大利的一家多元化美容和健康管理公
司，在2017年第十二届中国-欧盟投资
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上，百泰可作为重
大科技“破冰”项目引进中国。在欧盟驻
华40多个国家的使节团和中国政府相
关部门见证下，百泰可与青岛市人民政
府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将世界前沿的
美容美体设备、健康管理设备、最新技术
及欧洲专家团队引入中国。
百泰可公司总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

维琴察市，创始于1993年，始终秉持着
“意大利制造”的理念。百泰可股份是一
家多元化的美容和健康管理公司，致力于
研发创新型美容和健康管理产品来提高
人们的生活品质。经过20余年的发展，目
前业务范围已经涵盖80多个国家，在全球

拥有10000多家示范店，通过国际性销售
网络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服务。
据介绍，百泰可主要以先进的光电设
备结合进口药妆产品，为顾客实现全面、有
效、无创、无风险的美容美体服务。包括面
部、身体抗衰老，紧致提升；科学减脂瘦身
不反弹；有效解决皮肤的祛斑、祛疤、祛痘、
祛痘印、美白问题；产后修复等。青岛博奥
颐和城投国际医学保健中心是由清华控股
博奥生物集团旗下博奥颐和健康科学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和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强强联合投资成立。中心依托
博奥生物集团，旨在打造青岛地区乃至山
东省以个体为中心的身心境大健康管理服
务第一品牌机构，全面布局山东市场。
目前，百泰可已经在崂山区创客大街
A座开了体验店，下一步还将联合城投集
团，在岛城开设更多的体验中心。双方携手
打造的百泰可·城投健康管理项目（山东），
将致力于美丽经济，用科技的力量，给岛城
爱美人士带来无痛无创美容的新体验。

世界顶级美容机构入驻青岛
百泰可在岛城开设体验中心，全面布局山东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证监
会6日发布了《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
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从保障交易
机会、增强市场流动性、明确市场预期、
明确相应配套工作安排等方面进一步
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
证监会发布的消息显示，指导意见

明确以不停牌为原则、停牌为例外，短
期停牌为原则、长期停牌为例外，间断
性停牌为原则、连续性停牌为例外。同
时要求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应当按
照及时披露的原则，分阶段披露有关事
项的具体情况，不得以相关事项不确定
为由随意申请股票停牌，不得以申请股
票停牌代替相关各方的保密义务。
在增强市场流动性方面，指导意见

进一步缩短重大资产重组最长停牌期
限；明确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期间其股票

原则上不停牌；并购重组委审核期间，
上市公司股票在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召开当天应当停牌；上市公司股票超过
规定期限仍不复牌的，证券交易所应当
强制复牌。
指导意见还强化了股票停复牌信

息披露要求，提高初始停牌时的信息披露
标准，对停牌期间重点阶段的信息披露事
项提出明确要求，并严格落实强制停复牌
情形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证监会要求证券交易所按照指导

意见修改完善股票停复牌具体规则，做
好有关停复牌的自律管理与服务。同
时，证券交易所应当建立股票停牌时间
与成分股指数剔除挂钩机制和停牌信
息公示制度，并定期向市场公告上市公
司停牌频次、时长排序情况，督促上市
公司采取措施减少停牌。

证监会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
要求督促上市公司采取措施减少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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