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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疫情可能成为深刻改变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短期和中长期运行的不

确定性因素，不能将其简单看成是一场外部事件冲击。本文首先比较了新冠疫情

和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和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六点差异：新冠疫情

的影响范围更广，当下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城市化率更高，人口流动的速度和

规模更大，经济处在下行周期，房地产领域政策已发生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将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非典疫情相比较。本次疫情是一次真实的中国经济和世

界经济的短暂脱钩，会带来对全球产业链、全球贸易链的重新思考。这样的思考

一定会带来产业迁徙，既包括跨境的产业迁徙，也包括中国境内企业、资本和人

员的迁徙，更多的资本、企业和产能将向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强的区域集中。

房地产行业有两点特征：一是其为不可贸易品，需求都是本地化的；二是房

地产需求可以被推迟，但不会消失。这决定了新冠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可能跟其

他领域不一样。可以把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八点：第一，房地产政策

不会出现重大调整；第二，房地产市场需求仍在，只是被延迟；第三，老旧小区

改造可能成为值得关注的领域；第四，涉房企业可能会有治理和管理方式上的改

变；第五，房地产企业必须重新考虑持有型物业推出REITs的必要性；第六，绿

色住宅、中低密度住宅、第二居所概念会有所提升；第七，政策对改善型需求的

限制可能放松；第八，房地产产业布局可能进一步向东南沿海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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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应将新冠疫情简单看成外部事件冲击

当下，不能将新冠疫情简单看成是一场外部事件冲击。如果我们把新冠

疫情看成是对中国经济的事件冲击，那么通常来说，冲击消失之后，经济运

行会更加强劲，这种冲击造成的凹痕也会恢复。但新冠疫情并不仅仅是短期

冲击，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现在

并不清楚本次疫情在中国和全球的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深度将带来多大的

经济影响。

需要理解的是，不应将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简单看作是通过刺激性手

段、宏观对冲就可以应对的短期外部冲击，本次疫情可能成为深刻改变中国

乃至全球经济的短期和中长期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非典疫情与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影响的比较

新冠疫情和非典疫情之间存在明显差别。非典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的房

地产随之迎来一波强劲、持续的增长，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在GDP增加值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下面首先比较新冠疫情和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和房地

产影响的差异。

（一） 影响范围不同

非典疫情发生时，受影响的主要是北京和广东两个地区。彼时北京市

GDP约占全国的 3%，广东省GDP约占全国的 10%，两者合计占全国GDP的
13%。而目前，虽然新冠疫情得到了初步控制，情况有所好转，但即便如此，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省份GDP仍然超过了全国的90%。

（二） 中国经济体量不同

在 2003年，中国GDP约为 14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仅刚超过一万元

29



【专 题】

新金融评论/ New Finance Review

人民币。而现在GDP总量已接近 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迈上了一万美

元的台阶。作为拥有百万亿元人民币GDP体量的经济体，中国更深入地融入

了全球化，所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受到世界经济影响的深度

和广度都与 2003年不可比。换句话说，在 2003年中国遭受非典疫情的时候，

整个国际社会还是用相对比较平静的心态来观察中国疫情的，因为当时中国

的经济体量还不够大，但如今的新冠疫情明显地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全球。

（三） 城市化率不同

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可能不到 40%，居住在县城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大

概 4亿多人，现在则超过了 8.5亿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迅速地提高。相对来

说，农村的居住分散度较高，天然地对传染病有一定防御能力。在非典时

期，我们有广袤的农村作为防护点和缓冲点，但如今农村只有 5亿多人甚至

更少，而城市则有8亿多人，受本次疫情影响的人数相较以前上升了很多。

（四） 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不同

在非典时期，中国的人口流动、资源流动还不是很频繁。而如今的交通

四通八达，在春节前有回乡高峰，在春节后有返工高峰，人口流动的速度和

规模远大于 2003年规模。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口流动频率与速度是 2003
年的4倍左右，这使得疫情防控更为艰难。

（五） 经济所处周期不同

2003年非典疫情前后，中国已经经历了深刻的体制变革。1994年到 1996
年中国经济过热，加上 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 1997年到 2003年之

间，中国进行了深刻的体制变革，包括汇率双轨并一轨、结售汇改革、国有

企业三年攻坚战、分税制改革等。也就是说，在 2003年之前，中国原有的经

济体制改革是非常深刻和系统化的，同时在 2000年之后中国还加入了世界

贸易组织，对中国国内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性

清理，所以在 2003年之前，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已经到了一个跃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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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试的新阶段。

而当下整体经济增速处于下行长周期过程之中。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

增速有所放缓，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无论在实体经

济还是在金融领域，都需要不断在供给侧改革上发力。

（六） 房地产领域的政策不同

非典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房地产领域推出了土地政策的变革，主

要是土地的招拍挂制度，极大地改变了房地产领域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

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行业重要的利益分配主体，也系统性地推高了

中国的房价。而当下并不存在以上可能性，目前房地产行业的基本管理框架

包括“房住不炒”和长效机制，本身并没有因疫情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总的来说，通过比较非典疫情和新冠疫情，可以发现时代大背景是不同

的。非典疫情之后，中国经历了对外开放红利、工业化红利、城市化红利、

人口红利，多重红利共同作用使得 2003年到 2011年之间，中国经济呈现出强

劲的长周期增长，而现在这些红利即便存在，也都已经出现了明显消退。

因此，从非典疫情和当下新冠疫情的六点比较可以看出，非典疫情对中

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一次事件冲击，相对比较短，通过出台一些短期的刺激

措施就能够渡过难关。但新冠疫情不同，从短期、中期、长期来看都有一些

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也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所以需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

不能把新冠疫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外部事件冲击。

三、疫情可能带来供应链重组和国际产业迁徙

除了考虑应对本次疫情的短期宏观政策，还需要对疫情在中长期给产业

带来的影响保持谨慎。

（一） 此次疫情会带来对全球产业链、全球贸易链的重新思考

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过本次疫情强制性地与国际体系脱钩，是一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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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压力测试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本意是一件事情并未发生，通过各种情

景模拟，假定事情发生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一个假定性的情况。但

本次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停摆并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乃至全球

的供应链体系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是一次压力测试，而是一次真实

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短暂脱钩。

这种脱钩给中国和全球带来的影响不能被低估。在疫情结束之后，对中

国的产业来说，有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中国备胎”。经过这次中国和世界经济

的硬脱钩之后，承受不了此次供应链冲击的产业或企业，有可能会考虑在中

国之外相对比较安全的地区选择一个在短时间内能够接续中国供应链和产能

的基地，我们将这一基地称为“中国备胎”。“中国备胎”最终能否出现仍然

是有不确定性的。如果全球都没有安全的地方，那么这种产业迁徙的可能性

就会小一些。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考虑到，中国产业门类非常庞大，上下游配套能

力、营商环境、政府治理能力、基础设施能力都比较强。除中国之外的其他

地方，比如中东欧、东南亚等地区，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基础设施条件相

对差强人意，这些经济体能否承接中国产业链和产能还存在不确定性。

（二） 产业迁徙存在跨境和境内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和世界经济短暂的硬脱钩，使得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都不得不重新

考虑全球产业链、全球产能布局，保证全球产业链和产能能够在稳健、不中

断的情况下连续运行。而这样的思考一定会带来产业迁徙，既包括跨境的产

业迁徙，也包括中国境内企业、资本和人员的迁徙，更多的资本、企业和产

能将向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强的区域集中。在中国境内，企业可能更多地流

向东南沿海省份，使得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机遇有所弱化，带来更多的区

域不平衡问题。

在此笔者想反驳一批近来非常流行的观点。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到 2月
24日，欧美股市整体相当强劲。因此有说法称，中国的疫情只是中国的问

题，中国不是全球制造业中枢，也不是全球贸易中枢，因此中国的疫情并没

32



新冠疫情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2020年第1辑（总第43辑）

有影响到欧美股市。

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制造业和产业中枢地位非常重要。从外贸来看，

全球外贸规模约 30万亿美元，中国外贸规模达 40多万亿元人民币，所以中国

在外贸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接近全球的 24%，而这

一数值在非典时期大约是7%。

中国的制造业中枢和外贸中枢地位是确实存在的。中国是全球 120多个

经济体最重要、最大的贸易伙伴。硬脱钩发生后，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国际产

业迁徙的影响都不容低估。事实上，由于疫情逐渐呈现出向国际蔓延的风

险，2月25日之后，全球股市也陷入恐慌性的调整当中。

四、疫情对房地产行业的八点影响

疫情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没有对制造业和外贸的影响大。一是因为房地

产最典型的特征是其为不可贸易品，即所谓不动产，而一般来说不动产的需

求都是本地化的。二是因为房地产需求可以被推迟，但不会消失。

有观点认为，疫情之后，餐饮、旅游消费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但笔者认

为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第一季度餐饮方面的消费力度不大，那么

之后的三个季度加强消费也难以弥补第一季度的损失。所以对于快消品、餐

饮行业来说，失去的第一季度需求，在今后三个季度内可能难以弥补。而房

地产属于不可贸易部门，相比快消品需求，房地产具有需求延迟的特征。这

决定了新冠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可能跟其他领域不一样。

具体来说，可以把疫情对房地产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八点：

第一，房地产政策不会出现重大调整。房地产，尤其是商品房，涉及水

泥、建材、家居、家电、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业链条非常长，属于重大实

体商品。但需要认识到，无论有无疫情发生，“房住不炒”与“长效机制”两

点政策都不会有太大变化，这意味着涉及房地产的政策不会因为出现新冠疫

情而作出重大调整，即便出台短期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房地产也不是最主要

的受益部门。这是首先需要理解的政策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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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房地产市场需求仍在，只是被延迟。冬季本身不是房地产施工交

付高峰期，也不是销售高点。由于季节性施工因素、环保因素，再加上疫情

因素，目前的房地产在建工程几乎全部暂停，复工存在困难，销售本身也就

被延迟了。

疫情对房地产行业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由于疫情还

在延续，我们并不清楚建筑施工的复工情况和复工率会怎样，但总体而言，4
月之前房地产供给侧不会有明显改观。这也就意味着，从需求被延迟、供给

减少这个角度来看，下半年房地产市场总体气氛可能会略为宽松。全年相对

比较稳定的需求都被压缩和集中到疫情后释放，即在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

恢复正常之后再进行。

第三，老旧小区改造也许会成为值得关注的领域。在新冠疫情之后，可

能会有重大的项目建设，以保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的实现。中央

也提到有信心、有能力继续维持 2019年决定的 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

标。结合房地产领域来看，最实际的可能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也容易给政

府带来口碑的老旧小区改造。

2019年，住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在全国的摸底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范围内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有 17万个，涉及的居住人口超 1亿人。老旧

小区改造包含供电、网络、电梯、小区道路改造。在疫情之后，老旧小区改

造的紧迫性更加突出。原因在于，根据上海疾控中心张文宏医生的介绍，目

前病死者中超过 90%是年龄在 75岁以上的老人，老旧小区是老人相对集中的

地方，因此，对老旧小区进行社会化养老改造、开通小区急救医疗通道、提

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都是很紧迫的任务。对 17万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可能值

得呼吁，这涉及至少上万亿元投资。

当然，目前的一些做法也需要与时俱进。现在的做法是以业主为主体、

以小区为主导、地方政府做引导，但对老旧小区进行整体提升和改造需要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资源分配，仅仅依赖业主和社

区，依赖基层政府，是极其困难的。

第四，涉房企业可能会有治理和管理方式上的改变。房地产开发企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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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公司价值、股东价值的实现。可以观察到，过去房地产上市公司都是

集团内整体挂牌上市，包括建筑施工、销售型、持有型、物管型物业等板块，

而把房地产业务细分成不同板块分别上市的企业较少。但在疫情冲击下，这

些企业的不同业务板块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在物业管理方面，本次疫

情中，物业质量直接关系到被隔离在小区居民生活的便利性，所以一些具有

优质物业管理部门的房地产企业受到追捧；对于销售型住宅而言，其估值近

几年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多，表现差强人意；而对于商办板块而言，商场、办

公楼、酒店等都歇业停业，在重新开张营业时，可能也需要对其进行一些改

造，例如集中式空调系统的改造。

此外，一些房地产企业本身就具有科技类板块、大数据类板块。本次疫

情中，住宅的舒适性以及科技含量变得十分重要，包括是否具有恒温、恒

湿、恒阳、新风系统等方面。

所以，持有型物业、销售型物业以及物管、科技在市场上受到的追捧和

估值都不一样。以前房地产企业是把所有板块打包上市，但在疫情之后，一

些房地产头部企业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即公司治理需要进行变革。

某些大型房地产集团会可能形成模块化的管理方式，并且公司本身也存在分

拆板块上市的可能性。

第五，房地产企业必须重新考虑持有型物业推出REITs的必要性。受疫

情影响，持有型物业，包括写字楼、商场的收益受到限制。目前尚不清楚疫

情对这些集中在写字楼、商场的商业业态会带来怎样的冲击。一般来讲，商

贸、零售、餐饮等行业以小企业为主，中国大概有 1700万至 1800万家中小企

业，还有 8000多万家个体商户。他们能不能迅速复苏，使得重新开张之后的

商业、餐饮重现繁荣，还存在不确定性。当前整体政策环境相对比较中性，

不存在特别大宽松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条绷得较

紧，这迫使它们重新考虑持有型物业推出REITs的必要性。

在 2019年底，许多房地产企业已经在考虑持有型物业在海外挂牌REITs
以换取现金流。疫情之后，对于持有型物业占比较高的房地产企业来说，会

有更多的热情去推动持有型物业在海外挂牌。持有型物业挂牌REITs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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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的收益受到影响而价格表现不佳，但如果能够使企业的财务结构有

所改善，尤其是使得现金流状况更加稳健，还是会有相当多的企业愿意去推

动持有型物业挂牌REITs的过程。

第六，绿色住宅、中低密度住宅、第二居所概念会有所提升。疫情发生

之前，大家买房更看重房屋面积，较少考虑房屋品质。疫情结束之后，房屋

品质会变得更加重要，同时地理位置重要性也凸显。因此，科技住宅，尤其

是新风系统较好的住宅、绿色住宅以及第二居所概念都可能崛起，而居住在

超过千万人口的超大都市，尤其是居住在这些都市的核心区、具有超高容积

率的住宅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降低。

第七，政策对改善型需求的限制可能放松。如果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维

持比较正常的经济增长，使得 2020年的经济增速离全年经济社会目标不太远

的话，房地产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产业。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既要带着镣

铐跳舞，不超出“房住不炒”，不影响长效机制，同时又要保持市场相对需求

的理性，那么改善型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改善型需求意味着购房者已经买过房，只是因为工作、就学、养老等一

系列家庭需求的变化，需要重新改善居住条件。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改

善型居住已经逐渐成为住宅购置的主要需求。现有的政策框架对首次置业是

有利的。但对于首次置业之外的改善型需求，政策限制还比较多。需要观察

疫情之后，改善型需求方面的政策限制会不会稍有放松。

第八，房地产产业布局可能会进一步向东南沿海迁徙。房地产产业地理

上的布局将更偏向京广线以东，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能够承载相对较多的人口和产业，地方政

府治理能力相对更强。其次，医疗和教育资源相对较好。最后，这些地区有

更强的经济活力。例如珠三角地区，万亿元级GDP的城市较多，如广州、深

圳、佛山，未来可能还有东莞；长三角地区，万亿元级GDP的城市会更多，

比如南京、上海、苏州、杭州，未来还有相当多的城市，例如宁波、南通、

合肥都是万亿元或者潜在万亿元级GDP的城市。

总体而言，在新冠疫情之后，房地产的重心也跟产业的重心一样，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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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向东南沿海迁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房地产产业整体布局的不均衡性。

房地产行业在中国还远远没有走到需要退潮的时候，毕竟当前我国整体

的居住条件、城市化率水平还不太高。中国目前有 8.5亿至 8.6亿的城镇人口，

而这些人口中大约一半住在 2000年之后建成的新房中，另一半人则住在 2000
年之前建成的老房中，这些住宅离现在已经 20多年了，居住舒适性以及未来

的卫生条件都不太乐观。所以，由于房地产的真实需求仍然存在，相信疫情

之后，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购房者，都会采取更加审慎而理性的态度。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