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今年房价涨幅

不高于GDP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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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表示，广

州市新“国五条”落实细则方案还未审

定，暂不公布。 但按广州调控目标，今

年房价涨幅至少不应高于国内生产总

值（

ＧＤＰ

）的涨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涨幅。

陈如桂介绍， 广州市国土房管部

门和有关部门正研究广州市的调控目

标和调控措施，正在报政府审定，审定

之后将尽快公布实施。

他说，广州要调房价，比其他城

市的压力都要大得多。 “第一，广州

刚性需求很大， 从国土局提供数据

来看，去年广州在一手房交易中，属

于首次置业的购房接近

７０％

，

３０％

中

很多属于改善性住房购房。 第二，目

前广州处于房价洼地， 去年均价是

每平方米

１．４

万元，比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价格都要低。 第三，广州住

房供应结构中， 中心城区高端住宅

不断推出，量价都比较大、比较高，

对全市的均价拉动比较大， 所以要

调到比较低的涨幅比较困难。 而这

几年通过规划、建设的新城区，配套

越来越好，功能定位、发展前景很看

好， 所以这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也

在提升。 这也给我们带来房价调控

的压力。 ”

（据新华社电）

深圳二手房过户

排队场景堪比春运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吴家明

昨天是广东版“国五条” 落地的

第一天，尽管天气阴沉有雨，但前来深

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

的市民依然络绎不绝。 证券时报记者

看到， 由于不少市民开车前来办理过

户手续， 导致该中心外的道路长期处

于塞车状态。

25 日出台的广东版“国五条” 要

求全省各地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出售

自有住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定，尽

管该细则未明确按转让所得的 20%征

收个人所得税， 但也使得不少购房者

的神经绷紧。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公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5 日，今年深

圳二手住宅的成交量已罕见达到

11570 套。

在登记中心的一楼， 现场情景堪

比春运， 记者看到等待排号的市民在

大堂内已经排起蛇形长龙直到大门

外。“我早上七点来排队时，前面已经

站了几十个人。 ” 在登记中心的大厅

里， 一位正在排队的王小姐向记者表

示，“广东版细则已经出来，卖家可能

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我， 所以我今天

特意请假过来把过户手续办了， 不管

到时候是否按差额的 20%计税， 我都

不用担心了。 ”

由于排队取号的市民太多，“黄

牛党” 也活跃起来。 就在记者与排队

的购房者闲谈时， 一位男子走过来并

细声对记者表示，“我这个号快到了，

200 元，要不要？”最终，记者以手上有

号为由予以拒绝。

在登记中心二楼， 手拿着过户资

料的买家、卖家、地产中介等各色人群

把大厅挤得满满当当。 大厅里一家地

产中介公司的置业顾问向记者表示，

近日买家和卖家交易的意愿都非常

强烈， 今天他已经前来登记中心多

次，当日只算堵在登记中心外路段的

时间就有两个多小时。 “广东版‘国

五条’ 已经出台，这也意味着其他地

方细则也将陆续出台，我们已经暂停

接收需要申请银行按揭的买单， 以免

细则开始执行后和卖家或买家发生纠

纷。 ”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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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调控细则波澜不惊 四大一线城市备受关注

业内专家称，房价调控目标如何确定、20%个税如何操作成各地细则难产点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广东拉开了各地“国五条”细则落

地的序幕， 本周各省市细则将集中出

台。 不过，与预期不同，率先出台的广

东细则并不“细”，特别是备受关注的

二套房贷及二手房交易

20%

差额个

税并未明确提及。

对此， 昨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国五条” 细则落

实的重点在于具体的城市， 对省一级

的细则不必奢望有太多细节， 而各地

细则之所以难产， 在于房价调控目标

如何确定以及

20%

个税如何操作这

两个难点。因此，本轮调控的力度主要

还是看京沪广深

4

个一线城市的落地

细则。

房价调控目标如何确定

广东省政府发布“国五条”细则要

求，广州、深圳两地需于

3

月底前公布

房价控制目标， 但到底将房价控制目

标定在何处没有明确。

业内人士认为， 各地细则之所以

难产的一个原因是房价调控目标如何

确定。

“依然像

2011

年那样不超过国内

生产总值（

GDP

）或人均收入增幅？ 还

是不超过

5%

？还是基本稳定？还是稳

中有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

长杨红旭认为，后续广州、深圳这两个

城市如何确定是关键。

二手房交易个税如何执行

除了房价调控目标难以确定，二

手房交易

20%

差额个税如何执行也

是各地细则难产的一大原因。 有专家

认为，税的权限在国家，国家没出台一

个明确的指导意见， 地方也只能原则

性地表态， 这也是此次广东细则未对

此明确的原因。杨红旭也认为，广东要

求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 （主要指广州

和深圳）严格按“国五条”细则办事，但

到底怎么执行， 一是要等国税总局细

则出台， 二是看其后广州和深圳怎么

出台细则。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也认为， 应等等看其他地方政府的细

则。 而易居中国执行总裁丁祖昱则认

为，从广东“国五条”细则基本可以判

断， 接下去的地方细则都不会提及

20%

所得税，原因也很简单，国税总局

认为

2006

年发布的政策已经很清楚

了，没必要再次重新发布，因此现在关

于这条政策的执行压力已经转到地方

政府。

此前，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两会

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售房收

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会考虑到

对刚性购房需求进行保护， 并且避免

转嫁税负情况的出现。有消息称，财政

部、住建部、国税总局的有关个税征收

指导意见方案已经上报， 但其最终公

布的方式尚存在变数。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认

为，

2006

年国税总局的文件规定，对

个人转让自用

5

年以上， 并且是家庭

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 免征个人

所得税。 这一政策实际上对改善性需

求有一定的优惠，应继续坚持执行。

对于二手房个税， 中原地产华北

区域董事总经理李文杰则认为， 任何

交易环节的成本，最终都是客户买单，

也定会造成权力寻租， 导致买家的总

购房成本不断上升，应该简化流程，增

加持有税费。

对于广东细则中的限购升级，保

利地产董事、 总经理朱铭新接受记者

采访时认为，珠海原本只限主城区，现

在要求限全市范围， 一手房和二手房

皆限，对市场会有一定影响。

另外， 对于广东细则中未提及二

套房贷和房产税，杨红旭认为，这不代

表不会落实，需要时间验证。

地产股表现强于大市

后期走势机构分歧较大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广东省率先出台关于“国五条”的

本土细化执行政策后， 房地产板块昨

日全盘承压也在市场的预料之中。 不

过，当日迫使沪指击穿

2300

点的最大

压力，并非来自房地产板块的做空，而

是来自金融、 钢铁和有色等权重板块

的竞跌。

从盘面上看， 房地产板块当日的

表现出现明显分化。截至收盘，中华企

业以涨停领涨， 东华实业和浙江东日

涨逾

6%

，另有南京高科、香江控股、

中茵股份等

38

只个股取得不同程度

的涨幅。但房地产板块整体表现疲软，

板块内

138

只正常交易的个股中，多

达

97

只个股出现下跌，其中宋都股份

以

3.69%

的跌幅领跌， 四大地产龙头

股“招保万金”则表现各异，招商地产、

金地集团分别收涨

0.40%

、

0.30%

，保

利地产平盘报收，万科

A

下跌

0.18%

。

虽然板块内个股跌多涨少， 但由

于普遍跌幅不深， 这也使得房地产板

块当日的整体跌幅收在

0.46%

， 强于

上证综指

1.25%

的跌幅。另外，根据东

方财富通的统计数据， 房地产板块当

日的主力净流出资金仅为

37

万元，是

昨日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最小的

6

个

板块之一， 远小于券商信托板块超过

10

亿元的主力资金净流出。

在两会前夕推出的“国五条”调控

政策， 被认为是房地产板块目前的最

大利空，

3

月

4

日房地产板块也曾以

大面积跌停、 整体暴跌

8.63%

的表现

作出回应。不过，随后该板块出现震荡

反弹，关于“国五条”的本土细化异议

也成为了左右板块表现的最大因素。

实际上，在广东省率先出台关于“国五

条”的本土细化执行政策后，房地产板

块昨日早盘曾一度冲高逾

1.3%

。

此外，在目前的机构观点中，给予

房地产板块的投资评级也是各异。 招

商证券、民生证券等予以“推荐”，国泰

君安、华泰证券等予以“增持”，银河证

券、广证恒生等予以“谨慎推荐”，兴业

证券、渤海证券等则予以“中性”。由此

也看出，在由“国五条”地方细则所带

来的行业影响尚未明朗之前， 针对房

地产板块趋势的机构观点将很难取得

一致。

招商证券分析师罗毅认为， 目前

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利空并未出尽，市

场观望气氛渐浓。 由于新型城镇化动

力仍充足， 政策收紧将引致行业集中

度继续攀升， 未来行业龙头的发展依

然可期。短期来看，地产股随部分城市

调控细则进一步出台会有所承压，但

投资者也将迎来逢低建仓的机会。

券商称广东调控细则不够细

严厉程度不及国五条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临近各大城市上报“国五条”细则

的最后期限， 广东省政府日前公布了

房地产调控通知。 不少券商认为广东

版“国五条”细则不细，未达到可执行

的量化要求，并且严厉程度未超过“国

五条”。

华泰证券、 宏源证券等多家券商

的房地产行业分析师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广东省日前公布的房

地产调控通知有四个重点值得注意：

一是深圳、 广州

3

月底前上报限价目

标；二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四城继

续限购； 三是房价过快上涨区域严格

执行

20%

个人所得税政策；四是有条

件地区适当提高预售门槛， 完善预售

款资金监管。

不过，多数分析师认为广东版“国

五条” 细则并未细到可将其称为细则

的程度。 “这些通知不够细，并没有达

到可执行的量化程度。”宏源证券房地

产行业分析师洪俊骅表示，广东版“国

五条” 细则既没有说明房地产个人所

得税优惠的条件， 又没有解释房价增

长过快的具体、可量化指标。

洪俊骅表示，一方面，广东省政府公

布的房地产调控通知， 将使广东省一些

城市的限购范围进一步扩大， 如从主城

区扩大至全市； 另一方面却又未提出个

人所得税实施的量化标准， 仅模糊地提

出“房价上涨过快”这一概念，两者中和

后对市场影响为中性。

华泰证券房地产行业分析师周雅婷

也认为，广东版“国五条”细则并未超过

“国五条”的严厉程度，首先未提及二套

房利率调整，其次对

20%

所得税适用范

围缩小为房价上涨过快区域。

就广东版“国五条”细则的出台对

大盘和房地产板块的影响， 各大券商意

见分歧较大。周雅婷表示，本周是各地上

报调控细则的最后期限， 地方细则的密

集出台将对市场情绪产生影响， 政策对

成交节奏的扰动不利于股票投资情绪的

修复。

而中信证券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

告却称，各地调控细则的落地，将有利于

投资者理性评估政策的影响。 差别且连

续的调控，对行业的健康平稳发展有利。

一旦差别化的新调控思路被市场接受，

目前被低估的

A

股房地产龙头也将进入

估值常态化的上行通道。

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

中心外的道路经常处于塞

车状态

购房者正在排队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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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

为

，

税的权限在

国家

，

国家没出

台一个明确的

指导意见

，

地方

也只能原则性

地表态

，

这也是

此次广东细则

未对此明确的

原因

。

IC/供图 杨晨/摄 翟超/制图

A5

Special Topic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