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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信

红 黑 榜

——信息来源：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协会

2019年度湖南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8）

（未完待续）

华新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日恒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汇智市场调查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利水电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米球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安恒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欣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望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银联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炜达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剑波环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雅美纺织品有限公司

湖南弘运建筑有限公司

长沙市大光明道路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美美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核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诺星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通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力通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丰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双型节能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长沙谷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亮剑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环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开福建筑有限公司

湖南大胜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亘晟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湖南华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和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太阳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咸嘉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清之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沣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天鉴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正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佰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长沙世纪金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湘瑞重工有限公司

湖南安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三环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郴华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亚欣电器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众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麓山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东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维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洪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中拓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宏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湖南洋马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环景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水杯子直饮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星圭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威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中浏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都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上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公路设计有限公司

湖南智卓创新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三森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尚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湖南天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美中环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林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名正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愚夫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开元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龙福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复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夏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 乌梦达 董建国 郭宇靖 孙 飞

排名靠前的房企，竟深陷债

务危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

不同机构发布房企排行榜。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

排行榜经常“数据打架”，甚至同

一家企业在不同榜单的排名相

差数十名。

对于房企排行榜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质疑声一直不绝于

耳。有业内人士表示，房产排行

榜乱象已困扰行业多年，虚假

的数据不仅误导广大购房者，

更容易给金融机构和决策部门

提供错误信号，不利于稳房价、

稳预期。

不同榜单为何差异明显

目前，房地产行业比较知名

的榜单，分别由易居企业集团下

属的克而瑞研究中心、上海易居

地产研究院、中国指数研究院、

亿瀚智库等第三方机构发布。

这些评测机构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从拿地、销售、净利润、

负债和融资等不同角度，对房企

进行排名。将这些排行榜进行

对比，发现存在着较大差异。

在中指控股、中国指数研究

院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房地产

百强企业研究成果》榜单上，近

来屡屡抛售资产、债务缠身，且

被穆迪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

至负面的泰禾集团，名列第31

位。在这一榜单中，泰禾2017

年排在27位，2018年、2019年

稳居第23位。而在上海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发布的《2020 中国房地产开发

企业500强测评研究报告》中，

泰禾集团非但没有进入 100

强，甚至在整个榜单中都难寻

其踪影。

和泰禾类似，浙江佳源集团

在中国指数研究院百强榜单上

居38位，但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榜单上却消失了。

此外，在中国指数研究院今

年的榜单上，不少知名企业也都

不见踪影，如，2019年销售额位

居行业第8的新城控股地产、知

名房企金地地产等。

易居研究院发布的2018和

2019房地产企业产品力排行榜

中，有的企业排名一年内发生巨

大变化。如,2018年 50强榜单

中，并没有碧桂园，而2019年这

家企业排行突然暴涨至第19位。

不同机构发布的榜单，甚至

同一机构不同年份的榜单，为何

存在明显差异？多位业内人士

介绍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是房企给机构的数据不一样，

或存在数据注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宋丁表示，部分房地产销售数据

“虚胖”。比如，故意强调数字较

高的合同销售额，对权益销售额

比较淡化，希望用更大的销售额

数字，提高企业的行业地位、影

响力。

更大的可能是，房企与榜单

发布机构存在咨询合作关系，也

就是常说的花钱买榜。

事实上，花钱买榜已成为行

业内公开的秘密。朗诗集团董

事长田明曾公开表示，为了实现

年度销售规模，一些房企让总包

单位、销售代理公司、合作单位

等假签约，有的甚至还直接花钱

提高名次。

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看来，排行榜是验证一家

房企实力最直观的方式，于是美

化数据便成为行业公开的秘

密。“房企通常会与第三方榜单

发布机构进行合作，合作费用关

联到排名的高低，从几十万元到

上千万元不等。”

某位参与到榜单运作的闽

系房企品牌营销负责人透露：

“公司连续多年和相关的第三方

机构有合作。中小型房企更看

重榜单的排名，合作费用都是百

万起步。”

事实上，排行机构的权威性

也早就存疑。2016年7月，民政

部公布第九批“离岸社团”“山寨

社团”名单，中国指数研究院的

名字赫然在列。尽管如此，多年

来，中国指数研究院仍每年发布

榜单。

排名何以成为最好广告

不规范的房企排名对普通

购房者产生了误导。很多人认

为，企业排名好，买房更放心，但

事实并非如此。泰禾集团今年

不断被爆出深陷债务危机，北

京、上海、杭州多地项目停工，一

些业主一边租房，一边还贷，走

上维权之路。

另一方面，业内人士认为，

除了带来曝光度和知名度，榜单

更重要的作用是为融资提供支

撑。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对房企

来说，夸大业绩一方面有利于展

示公司实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企业融资。

“不少金融机构，只对100

强房企或50强房企发放贷款。

如果不在榜单之上，企业利率成

本可能就要抬升，甚至无法得到

融资。”李宇嘉说。

北京一家商业银行信贷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从严调控房

地产的背景下，不少银行会要求

融资的房企是百强，这也推动了

榜单造假的利益链条。

“目前由于没有政府披露的

排行榜，市场只能依赖中介机构

的发布。”张大伟说，房企在境内

金融机构融资、信用评级、海外

发债，都依赖第三方机构给出的

排名。

“排名是房地产企业最好的

广告。不管是房企引入合作方，

还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或项目

招商引资，都会看重排行榜。”

张大伟表示。

排行榜数据乱象带来诸多

危害。李宇嘉认为，人为抬高的

房企业绩数据，给金融市场、信

用评级提供了错误的信号，不利

于金融机构作出合理的信用评

价和贷款准入。

“当前房地产行业普遍面临

着融资难题，不少中小房地产企

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兑付危机。

倘若资金链紧张的中小企业依

靠买假排名包装融资，很容易引

发金融风险。”张大伟说。

去年，上市房企中国奥园集

团实际销售数据，与机构排行榜

估算的合同销售额存在一倍差

距，引发股价大跌。房企佳源集

团 2018 年 公 布 的 销 售 额 为

201.8亿元，但一些第三方榜单

统计的数据却是875.5亿元，600

多亿元的差距让舆论质疑数据

真实性。

专家指出，一些第三方机构

大幅夸大开发商的各项数据，容

易人为制造房地产市场火爆局

面，不利于稳房价、稳预期。

明知注水因何难以有效监管

多位房地产市场监管人士

建议，数据注水的歪风邪气影

响行业健康发展，要尽快出台

举措加强监管，规范第三方评

估行业。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开发

商销售数据统计的口径多元、混

乱，客观上给数据注水乱象提供

空间。李宇嘉说，比如，销售既

可以是流量金额，也可以是权益

金额，既可以网签口径统计，也

可以开发商认购口径统计，这都

带来了统计口径的多元和混乱。

同时，相对于开发商合作层

面的中介机构、研究机构的统

计，政府网签系统确认的销售数

据相对滞后。“这就造成了明知

数据注水，监管部门仍难以有效

监管。”李宇嘉说。

多位业内人建议，规范榜单

发布，应剥离房企咨询业务与第

三方发布机构的利益绑定。

“从国际经验来看，行业排

行榜的主要发布者，一般是具有

公信力、公允的行业协会，或龙

头中介组织。”李宇嘉说，但在国

内，由于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

完善，大家认可的、具有公信力

的第三方评估组织比较少。

他建议，要加强行业自律建

设，培育有公信力的行业协会，

由他们来直接发布榜单，或加强

对业内第三方评估组织的监管。

在张大伟看来，要剥离咨询

业务与排行榜发布业务的利益

绑定，健全企业诚信的评价、查

询和服务系统，加大失信成本力

度，对于市场主体和群众举报的

违规发布，加大惩戒的力度。

还有专家建议，应加大对

造假房地产企业和榜单发布单

位的处罚，建议榜单可直接挂

钩税务部门，由各地税务部门

按榜单数据调查房地产企业缴

纳税收。

□ 胡 俊

转眼间又到了年尾，陆续有

不同机构发布房企“成绩单”，为

房企“排排坐”。近日，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房企排

行榜“猫腻”甚多，花钱买榜成为

公开的秘密。

这些房企排行榜之混乱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同

榜单数据“打架”，甚至同一家企

业在不同榜单的排名相差甚

远。以近来屡屡抛售资产、债务

缠身的某房企为例，其在某榜单

上名列第31位，而到了另一榜单

却连百强都未进。其二，相同榜

单“自相矛盾”。有的企业排名

居然一年内就能发生巨大变化，

显然不合常理。

为何这些房企排行榜如此

混乱？一是房企给数据注了

水。据报道，有的房企为了让

销售数据好看，甚至让销售代

理公司、合作单位等假签约。

二是房企直接花钱买榜提高名

次。据业内人士透露，房企与

第三方榜单发布机构合作费用

关联到排名高低。而榜单发布

方在排行时加入像“产品美誉

度”这样操作空间较大的指标，

便能诞生一张“皆大欢喜”的榜

单。当然，个别排行机构权威

性也是存疑的。如，中国指数

研究院就曾被民政部列为“山

寨社团”。

为何有关各方要将这池水

搅得如此之“浑”？为了“浑水

摸鱼”。一些房企花钱买榜，披

上“皇帝的新衣”，不仅是为了

忽悠消费者来买房，更是为了获

得融资。据悉，当下不少银行

会要求融资的房企是“百强”。

但这件“皇帝的新衣”显然是带

毒的。于消费者而言，若因误

信假榜单购买了掺水房企的

房，不仅房子质量无法保证，而

且万一遭遇项目停工，还得走

上漫漫维权路；于金融机构而

言，若是资金链紧张的企业靠买

假排名包装成功融资，则容易引

发金融风险；于整个房地产市场

而言，如果继续任由这些假榜单

大行其道，煽起房地产市场火爆

的“虚火”，则不利于稳房价、稳

预期。

要制止这些虚假的房企排

行榜继续“浑水摸鱼”，必须标

本兼治。在治标上，应尽快出

台措施强化监管，加大对造假

房企和榜单发布机构的处罚，

规范第三方评估行业；或者借

鉴国际经验，培育具有行业公

信力的行业协会，由其来发布

相关排行榜；或者通过加强监

管来倒逼行业自律，让榜单发

布机构告别卖榜盈利，靠专业

与公允赢回市场信任。而在治

本上，则需要改善房地产市场

整体生态。长期以来，有的房

企习惯了“钱生钱”的举债发展

模式，也正是这种路径依赖助

推了榜单造假的歪风。要引导

房企走出这种路径依赖，转而

靠产品和服务来说话，如此，才

能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莫再让掺水房企排行榜“浑水摸鱼”

业绩注水花钱买榜 房企排行榜“猫腻”多

前三季度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5.6%

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103,48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5.6%。图为

航拍江苏省南京市一处

楼盘。

泱 波 摄

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培育有公信力的行业协会，健全企业诚信的评价、

查询和服务系统，加大失信成本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