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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要闻

深圳楼市“金九银十” 会如期而至吗？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7

月

31

日，深圳楼市调控再度升级，

这则被称为“

731

楼市新政”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从企业购房、商务公寓限售、居

民购房限售以及离婚差别化信贷四个方

面进行调控。时隔超过一个半月，深圳楼

市买卖双方博弈加剧。那么，深圳楼市今

年的“金九银十”成色到底会如何？

时隔两个多月，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

华润城润府三期即将再度开盘。 市场数

据显示， 此次华润城三期共推出

555

套

住宅和数百套公寓，均价在每平方米

8.5

万元左右。市场公开信息显示，润府三期

的上一次开盘共

741

套住宅入市， 却有

6776

个诚意登记客户， 冻资额度高达

135.52

亿元，“中签率”仅为

10.94%

。 记

者发现，目前华润城润府一期、二期二手

房挂牌价均高于每平方米

10

万元。

有参加润府三期诚意登记的置业者

告诉记者， 自己前往档案中心打印不动

产证明， 但没有看到之前排起长队的景

象。有置业者表示，深圳新的调控政策对

住宅和公寓实行了不同年限的限售，加

上新房并不能立即交房， 诸多不确定因

素增加，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可以看出，“限售” 击退不少资金不

足和短炒的投资客。 深圳贝壳研究院的

数据显示，

8

月深圳新房住宅成交

3688

套，环比上升

6.6%

，达年内峰值，但主要

因为网签滞后性， 实际上新政后市场明

显降温。

其实， 二手房成交占比是判断一个

城市有无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 能够反

映该城市房地产发展的成熟度， 深圳就

是二手房成交占主导的市场。 记者在罗

湖区和龙岗区调查时发现， 整个市场上

的二手房业主心态都比较稳定， 二手房

房价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下跌现象，但

议价空间有所加大。

“目前有些业主比较着急出手，有一

定程度的议价空间， 特别是拥有多套房

的业主抛售意愿更加强烈。”在罗湖红岗

片区， 多位中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达出

这样的观点。 刚刚在红岗片区购买了一

套

52

平方米二手房的黄先生表示，业主

原本开价

205

万元， 最终以

198

万元成

交， 业主为了成交还主动调降了两次价

格， 这个价格基本回到了去年年初的水

平。而在龙岗丹竹头片区，多位置业者告

诉记者， 今年以来附近的二手房价基本

持平，变动幅度不算太大。

与住宅相比，“

731

楼市新政” 对商

务公寓的调控更为严苛：个人、企事业单

位或社会组织等法人单位新购买的商务

公寓， 自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之日起

5

年内禁止转让， 这对商务公寓市场来

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时，为了回笼资

金，开发商也想出了一些“方法”。

在龙岗坂田的一商务公寓楼盘，一

些中介声曾称可以分期支付首付款。 不

过，该项目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

质是购房者缴纳

5%

定金后， 其签约时

间由原来的

15

天延长为半年，为购房者

提供更为充裕的购房款准备时间， 在这

个过程中定金可以退。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表示， 虽然深圳

市场房价较为稳定， 但政府依然调控加

码，有针对性的进行精细化调控，查漏补

缺，可见政府对于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

虽然“金九银十”即将到来，但是监管趋

严、政策加码的背景下，成交量或继续保

持低迷。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

认为， 新的楼市调控措施其实对投资客

的影响比较大， 一般的刚需购房者影响

较小，预计今年深圳楼市的“金九银十”

成交量并不会太理想， 从目前的情况判

断，如果开发商开盘速度加快，价格合

理，或推出一些相应的促销手法，有望

能使一手住宅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销

售水平，但预计二手房的交易短时间难

以恢复。 深圳市场不缺购买力，缺的是

交易气氛。

证监会开4罚单 从严监管剑指市场操纵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

示， 证监会对

4

宗操纵市场案件作出行

政处罚， 证监会将继续加强监管执法力

度，从严打击各类操纵市场行为，依法严

惩违法行为人， 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

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近日，证监会依法对王凯操纵“中电

电机”案作出处罚，对王凯处以

300

万元

罚款；依法对阜兴集团、李卫卫操纵“大

连电瓷”案作出处罚，对阜兴集团、李卫

卫处以

300

万元罚款， 对阜兴集团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朱一栋、 郑卫星给予警

告， 并分别处以

60

万元、

50

万元罚款，

对阜兴集团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宋骏捷给

予警告，并处以

40

万元罚款；依法对马

永威操纵“中水渔业”案作出处罚，没收

马永威违法所得

1452.06

万元， 并处以

2904.11

万元罚款； 依法对马永威操纵

“宝鼎科技”案作出处罚，没收马永威违

法所得

877.89

万元， 并处以

1755.78

万

元罚款。

常德鹏介绍，上述案件中，王凯实际

控制

47

个账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

势，利用连续买卖、在自己控制的账户

间交易等方式对“中电电机”实施了操纵

行为；阜兴集团、李卫卫签订理财协议，

先后控制使用

25

个机构账户和

436

个

个人账户，通过高杠杆配资集中资金优

势拉抬股价、 在自己控制的账户间交

易、虚假申报以及利用信息优势等方式

对“大连电瓷”实施了操纵行为；马永威

实际控制

48

个账户， 通过配资借款，集

中资金优势，利用连续买卖、在自己控制

的账户间交易、虚假申报等方式对“中

水渔业”实施了操纵行为，此外，马永威

运用相近手法对“宝鼎科技”实施了操

纵行为。

常德鹏指出，近年来，借助杠杆资金

操纵已成为市场操纵违法行为的新特

点， 部分违法行为人为获取更大的资金

优势，放大非法收益，通过民间配资、资

管计划、私募基金等方式“加杠杆”实施

操纵， 动用的巨额资金在二级市场兴风

作浪，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影

响个股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向市场释放

虚假信号， 严重干扰投资者的正常交易

活动，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

法权益。同时，“杠杆型”操纵行为所借助

的资金杠杆渠道往往风险承压能力较

低，普遍存在强行平仓等风险控制机制，

在市场行情下行或者个股风险释放过程

中可能会触发股价下跌连锁反应， 放大

风险波及范围和影响深度， 进一步加剧

市场风险，必须予以严厉打击。证监会将

继续加强监管执法力度， 从严打击各类

操纵市场行为，依法严惩违法行为人，维

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

证监会确定PTA期货

为境内特定品种

� � �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昨

日介绍，根据《境外交易者和境外

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日前， 证监会确定郑州商品交易

所的

PTA

期货为境内特定品种。

郑州商品交易所将引入境外交易

者参与境内

PTA

期货交易。 相关

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程丹）

深沪交易所联合举办一线监管国际研讨会

深沪交易所将继续履行一线监管职责，持续加大监管基础建设投入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为深入推进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

促进境内外交易所之间的交流合作，

9

月

21

日，由深沪交易所共同主办的

2018

年度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国际

研讨会在深交所召开。 本次国际研讨

会的主题是“一线监管的基础建设”。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出席会议并

致辞。

李超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分

化调整的过程中，全球资本市场面临复

杂的发展环境，参与各方都应当关心市

场，维护市场。 去年的研讨会在加强交

易所一线监管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尽管

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 市场结构、

监管体制存在差异，但都普遍重视一线

监管。“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一线监管

机构必须不断适应形势变化， 改进监

管，夯实基础。

会上， 各交易所围绕如何更好地

发挥一线监管作用展开深入讨论，并

就完善看穿式监管体系、 发挥会员在

交易监管中的作用、推进科技监管等方

面介绍了各自经验。 与会交易所认为，

快速发展的市场形势对交易所一线监

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加强基础建设对

于推动完善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将看穿式监管、

会员监管、科技监管作为有机整体进行

分析讨论，十分迫切和必要。 看穿式监

管是顺应证券市场监管发展趋势的重

要手段，要充分发挥会员作用，与交易

所形成监管合力。 当前，大数据、云计

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发

展方兴未艾，各交易所应当更加重视并

拥抱科技创新， 提高科技监管能力，丰

富科技监管手段， 加强信息共享和跨

境监管合作，共同防范化解市场风险，

维护市场公平、高效、透明，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

下一步， 深沪交易所将继续履行好

一线监管职责，持续加大监管基础建设

投入， 加强对监管前沿问题的系统研

究， 广泛借鉴各交易所的成功经验和先

进做法，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提升监管

能力， 增强监管效能， 优化监管合作机

制，切实维护市场稳健运行，为境内外投

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提供良好的市场

环境。

中国证监会、世界交易所联合会、深

圳市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机构负责人，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孟

买证券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德意

志交易所、泛欧交易所、香港交易及结

算所有限公司、韩国交易所、伦敦证券

交易所集团、卢森堡证券交易所、纳斯

达克共

11

家交易所代表出席研讨会并

作交流发言。

证监会举办

监管干部法制培训班

� � � �近日， 证监会在中国政法大

学举行第七期监管干部法制专项

培训班。

据了解， 证监会法制专项培

训是证券期货监管干部法制教育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证监会

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加

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依法决策、

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能力，推进我

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重大工

作举措。 培训班依托中国政法大

学的丰富法学教育资源， 紧密结

合资本市场实际， 精心设置课程

体系， 聘请国内相关法律领域的

理论权威与实务专家， 通过采取

课堂教育、专题研讨、法庭观摩等

方式， 持续开展系列的专题法制

轮训。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介

绍， 本期培训班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

论述， 开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哲学根基等课程， 针对

资本市场监管工作实际需求，重

点讲授了有关资本市场监管的基

础法律制度， 如上市公司治理法

律问题、科技监管证据要求、证券

执法要点等内容。通过学习，进一

步提高了参训干部的政治站位，

提升了法治素养。 （程丹）

证监会核发1家IPO批文

融资额不超6亿

� � � �昨日， 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

准了

1

家企业的首发申请， 为深

交所中小板上市企业浙江昂利康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表示， 上述企业及其

承销商将与交易所协商确定发行

日程，并刊登招股文件，该企业融

资总额不超过

6

亿元。 （程丹）

三部门发文提高企业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

� �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

部

21

日联合对外发布，我国将提

高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 这一税收激励政策旨在进一

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支持

科技创新。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 《关于提

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的通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

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

在税前加计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

的， 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

本的

175%

在税前摊销。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