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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瞄准“金九” 深圳频现“日光盘”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受中秋节假日影响，上周深圳

楼市成交数据出现“假摔”。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公布的数

据显示， 上周深圳一手住房市场

共成交

509

套，环比下跌

48.5%

；

一手房成交均价为

20189

元

/

平方

米，环比下跌

30.1%

。 二手房市场

共 成 交

1497

套 ， 环 比 下 跌

12.8%

；成交面积为

12.56

万平方

米，环比下跌

12.4%

。 一、二手房

总成交套数为

2006

套，总成交量

环比下跌

25.8%

，一、二手成交比

率为

0.34

。

尽管从数据上看，上周深圳楼

市表现清淡， 但实际上，

9

月以来，

深圳楼市一直保持交投两旺的格

局，频现“日光盘”。

在上周上市的三个项目中，

就有两个项目当日“光盘”。 据中

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统计，

9

月

19

日， 万科翡丽郡三期推出

A

、

B

、

C

栋共

302

套房源，户型为

88

平方

米

3

房

2

厅

2

卫和

3

房

2

厅

1

卫，均价

17000

元

/

平方米，当日售

罄；

9

月

19

日恒裕滨城推出

A

、

C

、

D

栋共

180

套带装修单位，均价高

达

5

万元

/

平方米，当日售罄；

9

月

20

日宝能悦澜山推出

6

栋

B

单

元、

7

栋

A

、

B

单元约

330

套房源，

主推

88

平

4~5

房户型， 其中

88

平方米平层均价

19000

元

/

平方

米、

88

平方米复式均价

23000

元

/

平方米，当天去化率约六成。 世联

地产研究人员分析认为， 上周深

圳成交数据骤降主要受中秋节放

假所致， 预计后市新房和二手房

市场成交将逐日回升。

另一方面，由于销售数据进入

统计数据有一定滞后性，上周深圳

市一手房均价达

20189

元

/

平方米，

也是近

10

周的最低成交均价。 在

上周成交的主力楼盘中，刚需楼盘

占

9

个，其中销售靠前的承翰陶源

花园、嘉宏湾花园二期、阅山公馆、

金地名峰均价在

15000

元

/

平方米

左右，为深圳市低价楼盘，影响了全

市整体成交均价。

与此同时，开发商也看中了“金

九”的含金量，积极去化推盘。 据深

圳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最新统计，

截至

8

月

27

日，

2013

年

9

月深圳共

计

18

个住宅项目（含别墅）开盘，比

8

月预开盘量增加

8

个。

数据显示， 上周深圳住宅可售

面积持续上升。 截至

9

月

22

日，深

圳商品住宅可售套数为

27870

套，

环比上升

2.89%

， 可售面积为

281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2.93%

。

发改委：鼓励企业发债参与棚户区改造

可发行并使用不超过项目总投资70%的企业债券资金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国家发改委昨日明确，承担棚

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任务的企业可

申请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棚户区改

造项目建设， 并鼓励有条件的市、

县政府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给予债

券贴息。

发改委昨日发布关于企业债券

融资支持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

知， 鼓励民营企业根据保障性安居

工程任务安排， 通过直接投资、参

股、委托代建（

BT

）等多种方式参与

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并申请发行

企业债券。

根据通知， 发改委对企业债

券发行申请，按照“加快和简化审

核类”、“从严审核类”以及“适当

控制规模和节奏类” 三种情况进

行分类管理。 对于专项用于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发债申请， 在相关

手续齐备、 偿债措施完善的基础

上，按照“加快和简化审核类”债

券审核程序，优先办理核准手续，

加快审批速度。

发改委称，鼓励企业发行“债

贷组合”专项债券用于棚户区改造

项目建设。 “债贷组合”是按照“融

资统一规划、债贷统一授信、动态

长效监控、全程风险管理”的模式，

由银行为企业制定系统性融资规

划，根据项目建设融资需求，将企

业债券和贷款统一纳入银行综合

授信管理体系，对企业债务融资实

施全程管理。

棚户区改造项目包括城市棚户

区改造、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

改造、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国有垦

区危房改造以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企业债券支

持范围原则上应是纳入棚户区改造

规划和年度计划的项目。

根据通知， 棚户区改造项目可

发行并使用不超过项目总投资

70%

的企业债券资金，鼓励有条件的市、

县政府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给予债券

贴息。

此前， 国务院办公厅

7

月全文

公布了 《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

造工作的意见》。 意见中提出，符合

规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承

担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可发行企

业债券或中期票据， 专项用于棚户

区改造项目， 对发行企业债券用于

棚户区改造的，优先办理核准手续，

加快审批速度。

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张高丽：统筹规划支持新疆科学发展

据新华社电

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会议

9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俞正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

话。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分析新疆工作形势，研

究部署就业、教育、人才等援疆重点

工作， 特别是要抓住打造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历史机遇， 深入推进新疆

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俞正声强调， 援疆工作要突出

重点。首先，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就业

搞上去，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产

业发展、增加企业就业、加强政策支

持和就业服务、 热情支持新疆少数

民族群众到内地就业， 不断拓宽新

疆特别是南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

渠道。第二，一定要坚定不移把教育

搞上去， 通过支持双语教育和职业

教育、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不

断提高新疆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

质和就业创业能力。第三，一定要坚

持不懈把人才建设搞上去， 通过加

强内地专业人才援疆、 支持新疆培

养本地专业人才和党政人才， 为新

疆发展稳定提供人才保障。

俞正声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援疆工作， 确保援疆工作

力度不减。要完善目标责任制，确保

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要加强监督管

理， 确保把每一个援疆项目打造成

精品工程、廉政工程。要做好援疆干

部人才交接工作， 选派优秀干部人

才去援疆， 安排好期满返回的援疆

干部人才。 要充分发挥新疆的主体

作用，更好地服务援疆工作，推动新

疆工作上新台阶。

张高丽指出，新疆具有明显的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后发优势和

政策优势，必须把新疆的发展放到

全国的大局中统筹谋划，这既是新

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

是全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

要。 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进一步开创援疆工作新

局面。

张高丽强调，首先，要从全国大

局出发， 统筹规划支持新疆科学发

展。抓住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坚持

以规划统筹发展、以政策引导发展、

以产业提升发展；发挥资源优势，努

力使新疆成为国家能源资源的战略

基地；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努

力把新疆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

桥头堡。 第二，要从本地实际出发，

发挥优势加快新疆科学发展。 加快构

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大力促进南北疆

协调发展，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 积极推动新疆地区民族和谐发

展。 第三，要从互利共赢出发，对口支

援促进新疆科学发展。 切实发挥援疆

省市政府的关键作用， 把新疆的事情

当作自己的事情全力以赴办好； 切实

发挥企业合作的推动作用， 积极引导

各种所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到新

疆投资兴业； 切实发挥优势互补共赢

发展的重要作用， 援受双方按照平等

协商、互利互惠原则，不断拓宽合作渠

道，促进共同发展。

发改委：电信联通

反垄断案整改期限3~5年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

许昆林昨日表示， 发改委一直并且将继续督促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整改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

题，整改的期限为

3~5

年。

2011

年，由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

网接入市场上涉嫌垄断， 发改委宣布对其进行

反垄断调查。

时隔两年，针对该案的进展情况，许昆林透

露，

2011

年末宣布对电信、 联通垄断问题进行

调查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弹。 目前，中国

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宽带扩容已由原定的

10G

扩大到

100G

，未来还将督促两家企业进一步整

改，整改期限为

3~5

年。

针对发改委反垄断调查一事， 中国电信当

年曾发布声明， 承认公司在向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 存在价格管理不到

位、价格差异较大的问题，同时表示将认真对有

关问题进行整改， 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专线接入

资费管理，适当降低资费标准。 中国电信承诺，

五年内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价格下降

35%

左右。

中国联通也曾发布声明， 承认公司在向互

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专线接入业务方面，存在价

格管理不到位、价格差异较大的问题，同时表示

将认真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十二五” 期间将

持续加大宽带网络建设投入， 大幅提升光纤接

入普及率和宽带接入速率。 同时，将进一步下调

公众用户上网单位带宽资费水平。 （尹振茂）

江苏探索查办证券期货

犯罪案件合作新机制

日前， 江苏证监局与江苏省公安厅在南京

签署 《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合

作备忘录》，积极探索查办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合

作新机制。

合作备忘录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证券期

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和紧密

衔接： 一是明确了调查取证过程中双方利用各

自优势互相协助调查， 为公安机关提供专业支

持， 同时也借力公安机关进一步丰富稽查执法

手段，提高稽查执法的有效性；二是明确了行政

执法向刑事追责平行移送的通道， 包括线索移

送和整案移送， 进一步提高了证券期货违法犯

罪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和效率； 三是明确了双

方在现场调查过程中执法协作机制安排， 加大

对现场稽查执法的保障， 提高现场稽查执法的

威慑力； 四是明确了双方在日常工作中信息共

享、情报互换、出具意见、业务交流的机制，进一

步建立相互沟通协作交流长效机制。

江苏证监局局长王明伟表示， 打击证券期

货违法犯罪行为，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

江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双方的共同愿景，也

是双方的共同使命。 此次与江苏省公安厅签署

合作备忘录， 既是基于双方长期以来紧密合作

而沉淀下来的一项重要成果； 又是在新形势下

紧密配合， 进一步深化执法协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更是立足各自职能优势，共同为江苏省资本

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一个新的起

点。 江苏证监局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履行“两维

护一促进”核心职能，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管执法

工作，与江苏省公安厅一道，积极推动合作备忘

录各项措施的落实， 共同为打造健康和谐稳定

的江苏资本市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苏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陈逸中表示，近

年来，江苏省公安厅在侦破一系列案件过程中，

得到了江苏证监局的大力支持， 双方的合作为

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积累了经验，

创造了好的做法。 面对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

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次合

作备忘录的签署，对于双方加强合作，联手打击

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有力的支

撑。 江苏省公安厅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承担起责

任，与江苏证监局更加紧密合作，着力维护江苏

资本市场稳定，维护好资本市场秩序。 （徐飞）

中国式买房快速蔓延 楼市预期急需降温

据新华社电

传统旺季“金九”楼市本就一片

火热，再加上“中国式买房”瞄准楼

市调控政策“空窗期”袭来，近期楼

市火热逼人。目前，市场对楼市预期

依然看涨， 盲目性、 恐慌性购房增

加，接下来的“银十”以及年底楼市

会否延续高烧？

“中国式买房”强势袭来

“金九”向来是楼市旺季。 在刚

刚过去的中秋节期间， 许多城市楼

盘大量开盘，频频出现“日光盘”现

象，一些价格适当、地段优良的楼盘

甚至“一房难求”，不少人感慨长假

变成了看房游。

从去年楼市供大于求到今年夏

季淡季不淡，再到“金九”的一房难

求。楼市持续火热之下，虽然屡屡传

出收紧调控之声， 但已有超过半年

多没有出台新的严厉措施， 个别三

四线城市甚至尝试放松调控， 市场

预期逐渐看涨，为了“不后悔”“捡便

宜”，越来越多的观望者付诸行动。

武汉碧桂园置业经理藏航告诉

记者，由于该楼盘主推别墅，目前均

价每平方米

１．２

万元， 马上推出的

二期预计均价每平方米

１．５

万元。

“最近几个月卖得非常火，许多人瞅

着要涨了赶紧买。 ”

武汉浦江筑城公司房地产总监

梅水雄说：“由于目前出现短暂的政

策空窗期，加上楼市火热，恐慌性和

盲目性购房者增多。 特别是最近一

段时间， 并不急于购房的改善性需

求购房明显增多。 ”

与武汉一样， 改善型购房者在

许多城市逐渐成为主流， 由于手中

资金宽裕，不管是不是缺房，看到别

人买，自己也去抢一套，成为“中国

式买房”的主力军。多家机构报告显

示， 当前北京市场主力购买户型是

８０－１２０

平方米， 总价区间为

１５０

万

－３００

万元，与改善型群体的需求

较吻合。

“‘中国式买房’是从众消费心

理在作怪，也因为投资渠道狭窄。 ”

梅水雄认为， 楼市中刚需已明显后

劲乏力，改善性购房越来越多。

稳定市场预期

有待调控出手

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压力下，出

台长效调控机制的预期日益强烈。

虽然我国从未放松过楼市调控，但

经历连续十多年调控后， 政策之手

逐渐出现“无力感”。 在当前房价普

涨的背景下，如何让市场回归稳定，

让“中国式买房”回归理性成为后期

楼市走势的重要因素。

“中国式买房”无疑进一步加剧

了市场的“虚火”现象，也让楼市变

得不够理性。 但受近期频出的 “地

王”及连续攀升的房价影响，市场对

房价上涨的担忧更加明显。 中国指

数研究院华中分院总监李国政预

计， 下半年，“中国式买房” 还会增

多，并逐渐将楼市的火爆推向高潮。

大量买房人涌进楼市， 无疑会

进一步推动房价高企和开发商惜

售。李国政表示，“中国式买房”大多

瞄准大户型、高价位住宅，从而间接

带动房价上涨。 包括北京在内的一

线城市， 这一态势将在相当长时间

内存在，急需市场进行调控引导。

楼市调控更多的是调预期，而

不是管价格。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王国华表示， 面对房价

高位震荡， 应尽快出台促进楼市健

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用税收、信

贷等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调控，完

善住房和用地供应体系， 推进住房

信息系统以及住宅供应交易市场化

等建设。

“买房建立在对房价上涨的预

期上，只要预期没有发生逆转，跟风

买房还会出现。 ”王国华说，长效机

制建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目前，既

要对现有政策加强执行力度， 督促

地方落实； 又要完善已有的楼市政

策框架，注入更多的市场因素，并尽

快予以披露，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稳

定市场预期，维护市场稳定。

全国涉企收费检查

重点针对交通等行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４

日宣布，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清费

正税和简政放权工作要求， 减轻

企业负担，发展改革委决定从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约

８

个月的涉企收费专项检

查工作，重点对建设、交通、环保、

工商、消防、商业银行等部门和行

业开展检查。

根据发展改革委日前下发的

《关于开展全国涉企收费专项检查

的通知》， 检查突出对涉及中小微

企业乱收费行为的查处。结合政府

职能转变工作，以国家减轻企业负

担政策为主线，严肃查处国家明令

取消及免征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

的；商业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强制收

费、 以捆绑等方式变相强制收费，

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的。

《通知》还要求严肃查处“擅

自将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

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的；

行业协会利用行政职能强制入会

并收取会费等乱收费问题”。

（据新华社电）

２０１３－９－２４

收盘 涨跌幅

２０１３－９－２４

收盘 涨跌幅

深证成份指数

８６６４．８０ －０．６２％

巨潮沪深

Ａ

指

２７２９．９６ －０．４９％

深证

１００

指数

Ｐ ２８４２．３８ －０．５２％

巨潮大盘指数

２５１７．９２ －１．３５％

深证

３００

指数

Ｐ ３０１３．７２ －０．４２％

巨潮中盘指数

３１０３．７８ ０．０８％

中小板指数

Ｐ ５２８９．６４ １．４３％

巨潮小盘指数

３１７０．９２ ０．２３％

中小

３００

指数

Ｐ ９７９．８８ ０．９７％

巨潮

１００

指数

２６８９．０７ －１．７９％

创业板指数

Ｐ １３２８．４０ ０．１７％

泰达环保指数

２４９２．０６ －０．３７％

深证治理指数

５３１７．４２ －０．２８％

中金龙头消费

４５０９．０９ １．１１％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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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江苏：地方政府不得

自行收储出让土地

江苏省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

等部门

２４

日联合下发《关于核定

土地储备融资规模有关问题的意

见》，要求地方政府不得自行收储

出让土地， 明确将土地储备融资

限定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合理和

可控范围内，防范金融风险。

意见将于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

行，其中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实行

名录制管理，其债务情况要如实

反映在江苏省财政厅统计的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中。土地

储备机构融资实行融资规模控

制卡制度， 该卡由江苏省财政

厅、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

南京分行、江苏银监局等部门联

合监管。土地储备机构本年度可

融资规模，要根据财政厅核定的

土地储备机构本年度债务余额

限额、土地储备机构上年度末债

务余额确定。土地储备机构应及

时清偿相关债务，在逾期债务清

偿完毕前不得申领融资卡。

意见还明确，

１０

月

１

日起，土

地储备机构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应出示融资规模控制卡， 并在核

定的年度可融资规模内融资，不

得超规模融资。

９

月

３０

日前已发

生的融资，计入

２０１３

年累计发放

贷款总数；超过可融资规模的，本

年度不再发放融资规模控制卡。

江苏省国土厅有关人士介绍，

经国土资源部认定，该省

９１

家进入

国家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 全部隶

属于省内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即只有这

９１

家机构才能凭融资卡

到商业金融机构办理担保贷款，且

所获融资必须用于收储本身， 专款

专用、封闭管理、严格监管，不得用

于城市建设以及其他与土地储备业

务无关的项目。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