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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综合

深圳开发商年关大量推盘以价换量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2018

年

度开发商的销售大戏就要落下帷

幕。最近，开发商年底冲刺的动作可

谓十分“高调”。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7

年国内千亿销售房企的数量

就已达到

16

家。 从今年的情况来

看， 房企规模上的整体跃进已超额

完成。 截至

11

月底，千亿销售房企

就已经达到了

25

家。即便如此，在

楼市调控趋严的背景下， 开发商

的整体状况难言乐观， 因为多数

公司的销售增长速度较上年已显

著放缓。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的数据

显示，截至

12

月

11

日，深圳全市新

房项目共获得

117

次预售许可证，

共新增预售

64249

套商品房， 总获

批面积约为

657.23

万平方米，已经

较

2017

年全年增加

10%

。 特别是

从三季度起， 深圳的开发商推盘速

度已经加快，大量新盘“井喷”，开发

商年底大量推盘， 甚至以价换量的

现象到处可见。 深圳贝壳研究院的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11

月深圳全

市有

23

个项目获得批售， 供应新

房

13217

套，其中住宅

9714

套，住

宅供应达近

3

年的最高值。 要知

道， 在今年市场供应冷清的时候，

一个月只有一两个项目获批的情

况并不少。

此外，

12

月的新盘上市力度不

减。据深圳中原地产预计，本月或有

23

个新盘， 超五成是住宅项目，部

分项目低于市场价入市。 中原地产

认为， 一方面开发商年底业绩压力

较大，传统的“金九银十”成交低迷

导致业绩不及预期， 年底开发商推

盘节奏大大加快， 同时给予的优惠

增加，但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部分

性价比高、 核心区域的新盘成交火

热，而部分楼盘则成交较为冷清。

记者在调查时也发现， 一些新

盘采取了低首付、 打折等方式进行

促销。 在罗湖区一个在售商务公寓

项目， 两成首付的广告吸引了一些

购房者。一般而言，深圳的商务公寓

项目首付比例大多在五成左右。 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手头紧，可以

尝试“首付分期”业务，只要先给两

成首付， 其余首付在半年内交付就

可以了，中间不收取利息，而这种首

付分期都是由开发商垫资。此外，万

科在龙华区的一处项目还推出 “开

盘折扣您来定”的活动，最高开盘折

扣优惠有望达到

5%

。

值得一提的是， 房贷利率的高

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购房成本。

近期， 因为与华强城等临近项目的

贷款利率有差距， 万科星城的业主

们还发起了少见的利率维权， 向开

发商施压以求合作银行下调按揭利

率。有分析人士表示，购房者有权根

据自身意愿选择低利率银行贷款支

付开发商购房款， 开发商不能强迫

购房者在其关联合作银行按揭。 与

此同时，开发商也享有缔约自由，购

房者也无权强迫开发商为其自选银

行担保。

美联物业交易管理部总经理王

青则表示， 利率是由各大银行根据

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的， 并非由开发

商决定。 如果购买新楼时办理贷款

只能与开发商有合作关系的银行里

面选择， 与开发商有合作关系的一

般都是开发商存有保证金和开发贷

的银行。

销售回款是房企成本最低最可

靠的现金流， 开发商大量推盘甚至

以价换量，似乎都在为年底冲刺而

发力。 曾几何时，千亿是房企规模

象征和实力的刻度，现在却演变成

“生存线”，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奋力

奔跑。

“由于近期市场降温，部分开发

商的销售业绩增长很大程度上与降

价促销有关。”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从开发商的

考核或评价体系看， 销售业绩尤其

是销售金额其实是很核心的一个指

标， 所以很多开发商都在年底把销

售额做大。 另外，从财务的角度看，

销售目标完成也是为了回笼资金，

这有助于开发商在

2019

年继续拿

地。 展望

2019

年，严跃进预计多数

开发商还是会很保守， 在春节之后

还是会积极推进销售工作， 以防范

市场进一步降温。 如果自身销售压

力不大， 预计到明年

9

月以后开发

商才会变得“强势”。

深交所西部基地投入使用

深入推进西部培育服务工作

12

月

11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西部基地正

式投入使用。 四川省金融工作局、四川证监局、

成都市政府、 成都高新区以及深交所相关负责

人出席首场市场培育服务主题活动。

据介绍， 深交所西部基地设有多功能路演

厅、展示厅、远程会议室等，满足企业路演、视频

会议交流等功能需求。西部基地由深交所、四川

省金融局、成都市金融局、成都高新区管委会、

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五

方共同建设， 体现了共建各方协同服务区域实

体经济发展的目标， 有利于为西部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在地化资本市场服务， 也是深交所更好

对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 深入推进西

部培育服务工作的具体措施。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秉承“市场

至上、服务为本”的宗旨理念，合作共建西部基

地，是认真落实国家精准脱贫政策的重要探索、

提升服务四川省以及西部广大地区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深交所积极探索设立在地化服务的

新模式， 坚持以服务创新创业、 中小企业为己

任，结合区域经济特点主动融入地方金融生态，

综合运用培育上市、固定收益、并购重组等多种

手段，发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深

交所将以西部基地启用为契机， 充分发挥多层

次市场、多样化产品、市场监管、市场服务、先进

技术、国际发展、人才组织等职能优势，提供一

揽子在地化综合服务， 努力实现四川省以及西

部省份的全区域覆盖、 全产业对接、 全周期服

务、全产品支持。 （吴少龙）

时隔五年

中国经济再迎全面体检

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与

人口普查、 农业普查组成三大周期性全国普查

项目。 再过

20

天，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

记工作将在新年元旦的零点正式启动。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期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也是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济进行的一次 “全面

体检”。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经济普查每

5

年进行一次。 我国已在

2004

年、

2008

年、

2013

年分别开展了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将全面调查我国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了

解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

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摸清全部法人单位资

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进一步查实

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 服务活

动，全面准确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培

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自上一次普查后的

5

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经

济也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这个关键时期， 迫切需要通过经济普

查，摸清我国新‘家底’和国力。 ”国务院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宁吉喆介绍，经济普查是一次经济大盘点，

是对中国经济的全面透视。 （据新华社电）

美联储进入“缄默期” 明年将暂缓加息？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联储

12

月议息会议即将举

行，美联储也因此进入了议息会议前

的“缄默期”。虽然市场普遍预计美联

储

12

月加息已是板上钉钉， 但对于

2019

年的利率走势，市场看法不一。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近日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

做出乐观的评估，这也是他在“缄默

期” 前的最后一次讲话。 鲍威尔表

示，目前美国经济整体表现非常好，

创造了强劲的就业岗位， 薪资也在

逐步上涨； 从许多全国层面的指标

来看，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鲍威尔

此前曾表示， 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已

经达到接近于“中性利率”的水平，

这与他在

10

月初的言论相矛盾。鲍

威尔也曾谈到美国经济现状， 尽管

他对美国经济整体持乐观态度，但

暗示了

2019

年暂停加息的条件，即

美国经济将面临三大阻力： 全球需

求放缓、 财政刺激消退以及加息对

经济的滞后影响。

除了鲍威尔，包括美联储副主席

克拉里达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官员表

态也更加 “鸽派”。 美联储理事

Lael

Brainard

认为，虽然美国经济势头强

劲，逐步加息短期内仍适用，但美联

储也有理由在

2019

年采取更为谨慎

的态度。 美联储三号人物、纽约联储

主席

Williams

虽然预计美国经济将

继续强劲增长， 但也表示将评估未

来经济数据以决定政策路径。

圣 路 易 斯 联 储 主 席

James

Bullard

表示，因为出现了收益率曲

线倒挂， 美联储可能考虑推迟今年

12

月的加息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

James Bullard

今年没有美联储货

币政策委员会

FOMC

的投票权，明

年则有投票权。

近期，美股市场震荡加剧，投资

者对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加

剧，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在下降。

数据显示， 标普

500

指数成份股企

业中有

47%

的个股股价已较

52

周

高点至少跌去

20%

。

此前一直对美国经济持乐观态

度， 并预计美联储将在明年有

4

次

加息的高盛，终于还是“服软”了。以

Jan Hatzius

为首的高盛经济学家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美联储在今年

12

月加息的概率达

90%

，但明年

3

月加息的概率已降至

50%

以下。 之

所以做出这样的预测，

Jan Hatzius

指出， 这是由于近期美国的经济数

据已经从“异常强劲”转变为“仅仅是

强劲”。

蒙特利尔银行固定收益策略师希

尔表示， 美联储明年

3

月的加息概率

仅为

12%

，美联储

2019

年全年只加息

25

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

60%

。 不过，

丹斯克银行认为美国经济在

2019

年

仍将维持强劲增长，

2020

年美国经济

才会出现衰退的风险。 美联储将延续

渐进式加息的立场，并在

2019

年再加

息

3

次。瑞银在最新报告中表示，

2019

年美元可能走软， 美股波动性加剧以

及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 这些因素都

将提振黄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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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布吉和龙华片区的新楼盘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