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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机构违规“输血”房地产 50天开出32张罚单

增收不增利的尴尬，
令互联网公司在新兴业务
上的投入变得谨慎。在自
营模式方面，由于回报低
于预期，美团在一季度关
闭了低线城市的小象生鲜
超市，专注改善北京其余
两家店铺的购物体验及营
运效率。

“BAT”要成为过去式

了

5月23日，美团点评
（股票代码：3690.HK，简称

“美团”）在港股收盘后，公
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财
报。财报显示，美团第一季
度营收为191.7亿元，较上
年同期的 113 亿元增长
70.1%。经营亏损为130.03
亿元，经调整后亏损净额
为10.4亿元。

当天美团股价下跌
5.75%，报收在58.15港币，
市值近425亿美元（3339.26
亿港元）。这一数字仍然高
于百度的414.42亿美元，一
跃成为国内互联网行业

“探花”，仅次于阿里巴巴
和腾讯。

从财报数据来看，美
团的亏损收窄基于两个原
因，一是大幅降低了销售
和营收费用，即降低了对
商家和用户的补贴。二是
调整了新兴业务战略，减
少对于网约车、共享单车
的投入。这家以服务本地

“吃喝玩乐”为宗旨的超级
巨头，正在将精力拉回到
主营业务上。

但是，还有一个不容
忽视的现实———在主营的

外卖业务领域，美团正与
饿了么进入胶着的竞争状
态。在双方的补贴战、佣金
战下，行业的盈利不容乐
观，美团外卖的毛利率仅
为14%。在资本寒冬下何时
能走上盈利的正轨？将是
这家超级巨头未来面临的
重要命题。

酒旅进入盈利周期

除了外卖亏损外，美
团旗下的到店、酒店、旅游
等业务都已经进入盈利周
期。

财报数据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美团的餐饮
外卖交易金额756亿元，同
比增长38.6%；收入为107.1
亿元，同比增长51.7%；毛
利为15.4亿元，同比增长
187.9%。这一数据，目前远
高于阿里本地生活服务。
阿里巴巴的本地生活服务
季度营收为52.7亿元。

但即便收入超过百
亿，外卖行业仍然处于亏
损中。而到店及酒旅两大
主体业务，继续保持了高
速增长。这两项业务的交
易金额，由2018年同期的
403亿元增长至464亿元，
增长率为15.1%。业务收入
由2018年同期的31亿元增
长43.2%至45亿元，毛利率
由87.8%增至88.3%。

在此背景下，美团整
体财务表现改善，经调整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首次转为正值。美
团CEO王兴表示，随着供
给侧数字化的不断深入，
将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
的选择、更便捷的服务，持
续强化商家的内生动力，
实现稳健增长。

就在同一日，OTA巨
头携程也发布了2019年第
一季度的财报。财报显示，
住宿板块贡献了30亿元的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
旅游度假业务在第一季度

实现10亿元人民币的营
收，同比增长25%。

不难看出，美团与行
业老大之间的差距正在逐
渐减小。携程财报数据显
示，携程品牌的低星酒店
间夜在一季度达到约60%
的同比增速，线下门店的
交易额也达到三位数的同
比增长。

“整体旅游需求仍然
非常强劲，尤其是在低线
城市。到目前为止，我们只
覆盖了大约25%-30%的一
线城市人口，以及远低于
10%的低线城市人口。”5月
23日，携程董事会执行主
席梁建章在财报电话会议

中透露，未来会加大在下
沉市场的投入。

这意味着，在一线城
市之外的市场上，携程与
美团未来的贴身竞争，还
会更加激烈。

收缩新兴业务

为了聚焦核心业务，

美团在多个方面开始收缩
以降低亏损。财报显示，其
一季度销售及营销开支占
总收入的百分比，由2018
年同期的25.2%降至19.3%。

美团在财报中解释
称，“因规模经济、稳健的
经营杠杆及美团更强的品
牌所致。”换句话说，美团
在这一季度大幅降低了补
贴和广告费用。另外，美团
新业务及其他分部的交易
金额，也由2018年同期的
134亿元增长22.4%~164亿
元，收入由2018年同期的
11亿元增长267.8%~40亿
元。

增收不增利的尴尬，

令互联网公司在新兴业务
上的投入变得谨慎。在自
营模式方面，由于回报低
于预期，美团在一季度关
闭了低线城市的小象生鲜
超市，专注改善北京其余
两家店铺的购物体验及营
运效率。

在生鲜零售方面，美
团还计划开出“社区服务

站”，为美团买菜自营服
务。此前，苏宁、京东、盒马
鲜生均已在这一领域布
局。盒马鲜生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除了盒马鲜生门
店，还将继续探索盒马菜
市、盒马mini、盒马F2和盒
马小站等多业态布局，目前
还在试跑阶段。“盒马所做
的新业态探索，考虑到了不
同的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
尽力去提升覆盖率。”

苏宁易购一季报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苏
宁小店（含迪亚天天自营
门店）已在全国布局门店
数超过5000家，成为智慧
零售生态中向内连接、向

外辐射的高密度节点。日
前，苏宁小店宣布获得新
一轮增资4.5亿美元。

“三公里生活圈”，成
为本地生活服务的必争之
地。一名零售行业人士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社区
生鲜效果还有待观察。“需
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运
营的好坏，也与选址、供应
链关联很大。前期肯定需
要投入资金培育用户，不
会是一个很快就能盈利的
项目。”他说。

因此，美团的探索也
相对审慎。同时，为进一步
减少美团共享单车服务的
亏损，美团继续重组摩拜
的海外业务。

在一季度，美团还大
幅缩减了对网约车服务的
补贴。从4月下旬，美团在
上海及南京的网约车业务
推出新业务模式。除现有
服务外，美团将采纳聚合
模式，即从原来的自营业
务转向平台模式，对于美
团来说，无疑是一种曲线
进军网约车市场的方式。

5月19日，美团进一步
在其他15个城市开展了打
车业务，包括深圳、广州、
杭州、成都等。资深互联网
观察人士尹生对记者表
示，EBITDA转正在当前形
势下具有重大意义，表明
公司具备了可持续的现金
流基础，以及内部造血机
制。毕竟，如何在互联网红
利接近耗尽时，夯实公司
基础，并进行未来投资，是
下一阶段行业领头羊争夺
战的关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楼市在年初随着房贷
利率的松动和下调迎来短
暂的回春，但时节入夏，楼
市却难言持续花开。

从近日多番风向看，
楼市又要变天了。

一是多地房贷利率上
调。作为楼市的风向标之
一，五连降的房贷利率近
期出现变化。5月21日，据
有关报道，近日全国二三
线部分城市，如合肥、南
宁、青岛等地出现房贷利
率上调迹象。

二是房地产信托紧急
降温。用益信托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来房企通过信
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大

增近7成至2309只，融资规
模近3500亿元。但这一火
热并未持续太久，从4月份
单月数据看，房地产类集
合信托的募集规模大幅下
降。

而规模下降的原因，
除了季节性因素外，监管
因素相信也有所影响。银
保监会近日正式发布《关
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
知》，强调不得向四证不
全、开发商/股东资质不达
标、资本金未足额到位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直接提供
融资，或通过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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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银保监收紧向房企
融资的监管尺度后，房地
产信托规模或将进一步回
落。

三是监管连开30余张
罚单，处罚相关行为。4月
以来（4月1日-5月20日），
仅50天时间，各地银保监
局开出的223张罚单中，涉
及违规“输血”房地产的罚
单就有32张，罚没金额合
计达1068.8万元。

从被罚名单看，共计
有上海、天津、青岛、河北、
重庆、大连、黑龙江等地15

家金融机构，其中除了一
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六大
国有银行中的建行、交行、
邮储银行等三大行的地方
分支行也在被罚之列。

从具体罚单内容看，
在32张罚单中，最大金额
的罚单是上海农商行宝山
支行因2017年违规发放某
贷款被用作拍地保证金、
土地出让金，被责令改正
并罚没合计228.8万元。

此外，还有多重被罚
条目。如民生银行重庆分
行因内控管理不严导致信
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企
业；以贷转存；签发银行承

兑汇票对贸易背景审核不
尽职，共计被罚款90万元。

平安银行青岛分行因
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资本市
场和房地产市场、信贷资
金被挪用、贷前调查不尽
职，被罚款90万元。建设银
行沈阳大东支行因个人住
房贷款存在虚假银行流水
及未按照施工进度发放固
定资产贷款，被罚款80万
元。

可见此次监管尺度之
严厉。

某大行信贷业务人士
告诉记者，银保监会的入
场检查一直在持续进行，
对于资金违规入楼市的尺

度也从未放松。此次罚单
集中释出，或与近期银保
监会发布的《关于开展“巩
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
设”工作的通知》有关。一
方面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
领域各类机构履行监管职
责，进一步开展整治；另一
方面也是向楼市传递信
号。

另一大行西南地区对
公业务人士则指出，对房地
产项目审批一直按照监管
要求，相关项目的资金需求
也很大，目前区域的问题是
额度需要排队，优质项目反
而不缺，缺的是额度。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团“瘦身”能否走上盈利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