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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房地产多个指标增速回落 楼市进入调整期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在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下，

6

月房地产市场继续降温。国家

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6

月

份，全国

70

个城房价上涨城市数量

减少， 一二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

涨幅全面回落，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

和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均回落。 与

此同时，

1~6

月份， 房地产开发投

资、商品房销售、房企到位资金等多

个指标累计同比增速均有所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

6

月有

20

个城

市二手房价出现下调， 这是年内首

次。 热点一二线城市房价再次进入

到调整阶段， 后续如果没有明显的

信贷宽松政策， 预计

7~8

月份，全

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将进入“小阳春”

后的“倒春寒”。 同时，房地产投资、

销售、 资金等多指标累计增速连续

2

个月回落， 显示市场已经有所降

温， 预计在房企融资收紧的趋势延

续背景下， 将会影响未来投资开发

进度。

一二线城市二手房

价格涨幅全面回落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6

月

份，

70

大中城市中，房价环比上涨城

市数量明显减少， 特别是二手房价

格上涨的城市数量比

5

月减少

10

个。 与新房相比，二手房市场降温更

加明显， 不仅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

减少更多，房价涨幅也回落明显。

初步测算，

4

个一线城市二手

房价格环比持平 ，

5

月 为上涨

0.1%

。 其中：北京和广州持平，上海

和深圳均下降

0.1%

。

31

个二线城

市二手房价格上涨

0.3%

，涨幅比

5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35

个三线城

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7%

，涨幅

比

5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

国仕英认为，整体来看，

6

月份房价

涨幅稳中有降，二手房受市场调控

加码影响，信心有所下降，二手房

价小幅下跌。 特别是部分热点二线

城市调控加码，二手房价格回落最

明显。

“

6

月份，全国有

20

个城市二

手房价格出现下调， 这是年内第一

次， 热点一二线城市再次进入到了

调整阶段。 后续如果没有明显的信

贷宽松政策，预计

7~8

月份，全国

一二线城市将再次进入‘小阳春’后

的‘倒春寒’。”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说。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

析师张波预计， 二手房降温会在下

半年持续对新房形成直接影响，并

带动新房房价涨幅回落。

尽管新房价格数据因限价等多

种原因已经不能真实反映市场情

况， 但是部分房价涨幅居前的城市

仍需关注， 如西安新房价格同比涨

幅连续

7

个月排名第一。另外，呼和

浩特连续

8

个月二手房价格同比涨

幅排名第一。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认为， 考虑到西安近期政策

持续收紧， 尤其是在人才落户和郊

区限购等方面有较为严厉的动作，

预计后续西安房价增幅也会收窄。

后续从稳定房价的角度看， 需要继

续对二线城市尤其是人才借落户变

相炒房的行为进行管控。

房企融资环境收紧

除了房价数据显示出楼市继续

降温的迹象，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

的房地产投资、销售、资金等多指标

累计增速持续回落， 也预示了房地

产市场正在进入调整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1~6

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1609

亿元，同比增长

10.9%

，增速比

1~5

月份回落

0.3

个百分点； 房屋新开

工面积

10550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0.1%

，增速回落

0.4

个百分点。 从

销售指标看，

1~6

月份，商品房销售

面积

75786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8%

， 降幅比

1~5

月份扩大

0.2

个

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70698

亿元，

同比增长

5.6%

，增速回落

0.5

个百

分点。 从资金指标看，

1~6

月份，房

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84966

亿

元，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

1~5

月

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

国仕英认为， 房地产开发投资

累计增速连续两个月持续下降，是

因为

4

月份以来部分城市拿地政策

有所收紧， 致使房企拿地积极性下

降。加之二季度以来，楼市“输血”各

渠道遭金融监管部门紧盯， 房企融

资环境进一步收紧， 房企资金面收

紧将会影响未来投资开发进度。

而从销售面积指标来看， 目前

已出现了连续

5

个月负增长的现

象。 严跃进认为，这说明市场已经

有所降温， 虽然

3

月份开始出现

“小阳春”，但

5~6

月份的市场数据

说明楼市回暖是有阻力的，尤其是

部分三四线城市正步入降温的通

道之中。

此外， 从房企到位资金指标来

看， 增速回落和当前防范金融风险

的大环境有密切关联。严跃进指出，

5

月份开始很多房企的融资压力明

显增加，资金面略有收紧，这也会影

响房企的土地投资和房屋销售策

略。 当前信托融资和海外债的发行

都明显收紧， 预计类似收紧的趋势

还会延续， 一直要到今年第四季度

或才会有新的改善。

不过， 对于下一阶段的房地产

投资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毛盛勇表示，

一方面城镇化还在继续推进， 刚需和

改善性的需求还是有的， 这是一个支

撑。另一方面，“房住不炒”的理念越来

越深入人心，再加上强调“因城施策”、

强调城市政府主体责任这两方面因素

综合在一起， 下阶段房地产市场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是能做到的。 房地

产投资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拉锯战抢地 湾区土拍市场够热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就在上个月，深圳

5

宗采用“单

限双竞” 的居住用地集中同一天公

开亮相，吸引了全国数十家房企“围

堵”。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出

台， 各房企对湾区的土地储备诉求

增加， 综合条件好的地块更是主要

争抢目标。而在近期，临近深圳的东

莞和惠州土地市场也很热闹，“热

度”简直达到了今年来的顶峰。

说起热闹的土地市场， 东莞是

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据统计，仅

7

月

8

日至

12

日一周内东莞就推

出

6

宗地块。 其中， 虎门赤岗社区

2019WG020

地 块 、 赤 岗 社 区

2019WG021

地块和寮步镇泉塘村

地块因价格较高而备受关注。据悉，

赤岗社区

2019WG020

地块经过逾

80

轮报价，最终由东莞市旗山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总价

7.64

亿元

+

配

建

7%

商品住房面积拿下， 实际楼

面价达每平方米

1.94

万元。 根据要

求， 配建

7%

商品住房面积是指中

标的开发商， 后续要在商品房的总

建筑面积中拿出

7%

的商品房交给

虎门镇政府。

赤岗社区

2019WG021

号地块

经过

60

轮辘战，最终由深圳华侨城

房地产有限公司以

7.06

亿元

+

配件

10％

商品住房面积竞得该商住地，

实际楼面价达每平方米

20000

元，

打破区域记录， 也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去年新增

进入东莞的品牌房企就有龙湖、金

融街、金茂、新城控股、深圳人才安

居等企业。有业内人士认为，相对于

广州、 深圳这样的高房价高地价一

线城市， 位于两个一线城市中间的

东莞就成了许多房企“进可攻，退可

守”的必争之地。乐有家控股集团营

销总裁贺玲认为，房企高价拿地，也

证明房企看好这些片区未来的发展

前景。

与东莞相比， 惠州房价相对较

低， 惠州土地市场近段时间以来也

有所升温。近日，广东惠州仲恺成功

出让一幅商住地块， 竞得人为碧桂

园旗下的惠州市江东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成交总价

6.14

亿元，楼面价

每平方米

5061

元，溢价

96.6%

。 据

悉，此次拍卖共经过约

10

小时拉锯

战，但对比地块周边房价，这块地的

地价并不算“贵”。

过去，深圳楼市的“热度”早已

传至周边的临深地区， 更促使了部

分需求外溢至东莞、 惠州等临深片

区。 乐有家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报

告指出， 今年上半年东莞新增一手

住宅供应

196

万平方米， 同比下跌

12.5%

；惠州新增

733

万平方米，新

增一手住宅供应量是深莞两城总和

的两倍。此外，今年上半年惠州楼市

库存量则创下近

2

年半时间里的高

峰，环比上涨

20.42%

。

从房价数据来看， 不管是东莞

还是惠州， 临深片区的房价都是该

城市各个片区中的最高水平。 数据

显示，由凤岗镇、樟木头镇、塘厦镇

和清溪镇组成的东南临深片区上半

年一手住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

23463

元， 惠州大亚湾区的一手住

宅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

13580

元。

据克而瑞统计， 今年

1

至

5

月

粤港澳大湾区商住地共成交

118

宗，同比减少

51

宗，成交建筑面积

1603.99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减 少

21.5%

，成交楼板价每平方米

6634

元。

不过，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TOP30

企

业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土地储备货值和

建筑面积总量分别达

5.73

万亿元和

3.26

亿平方米。 从大湾区（不含港澳）

2016

年至

2018

年的招拍挂土地成交

情况来看，全国

TOP30

企业房企拿地

占比达

48.7%

， 包揽了近一半的成交

土地。可见，头部房企凭借提前布局和

持续深耕， 已掌握了湾区大量的优质

资源。

今年，“一城一策” 逐步成为房地

产政策微调的基调， 粤港澳大湾区规

划的利好提振了市场信心， 土地供应

有所回升。 近日， 深圳正式发布

2019

年度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实施计划。

该计划指出，集中力量补民生短板、保

障重大产业及总部经济项目用地供

应、加大居住用地供应力度是

2019

年

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的三大主要任

务。 其中，产业用地供应

195

公顷，民

生设施用地供应

595

公顷， 居住用地

供应

150

公顷， 商业服务业用地供应

160

公顷。深圳将通过积极推进建设用

地清退，加强建设项目精细化管理、提

升项目供地效率，保障计划有效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系列文件发布

鼓励央企和金融机构参与

近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健康中国行动系列

文件，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

本建立， 鼓励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作出

表率，研发生产符合健康需求的产品，增加健康

产品供给，金融机构创新健康类产品和服务。

系列文件包括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

意见》、《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

核方案》和《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毛群安

在昨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意见》是本次三个文件的核心，明确指出行动

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主要内容，以及组织实

施要求。 《方案》是为了保证《意见》能够得到进

一步组织落实。 而行动计划是由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委员会发布的具体行动。

《意见》明确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将实现一

系列健康目标。包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

例达到

37%

及以上和

40%

及以上；居民心理健

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0%

和

30%

；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

50%

及以上和

60%

及以上，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

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 心脑血管疾病死

亡率分别下降到

209.7/10

万及以下和

190.7/10

万及以下； 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

和

46.6%

；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

分别达到

30%

及以上和

80%

及以上等。

《意见》从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

周期健康和防控重大疾病等三方面提出实施

15

项行动，并对组织实施作出部署。 其中，明确

研究利用税收、价格调节等综合手段，提高控烟

成效。完善卷烟包装烟草危害警示内容和形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表示，

开展

15

个专项行动不仅有宣传动员， 还有个

人、家庭、社会、政府多个层面协同推进的实际

行动。

记者注意到，《意见》 在动员各方广泛参与

部分提出， 鼓励企业研发生产符合健康需求的

产品，增加健康产品供给，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

企业要作出表率。鼓励社会捐资，依托社会力量

依法成立健康中国行动基金会， 形成资金来源

多元化的保障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健康类

产品和服务。 （江聃）

美债务上限问题重燃

美联储再添降息理由？

一直以来， 债务上限问题成为美国政府的

“心病”。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国不断高企的债

务、 总统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再加上美国两党之

间围绕债务问题的斗争， 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

下， 美国政府或将在今年

9

月初再次陷入无现

金可用，政府停摆的窘境。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敦促美国国

会在夏季休会前尽快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

否则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在

9

月初面临债务违约

风险。 据悉，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于

7

月

26

日开

始进入为期六周的夏季休会期。 如果

7

月未能

成功提高政府债务上限， 美国联邦政府面临债

务违约的风险将大大提高， 全球金融市场很可

能受到影响。富国银行认为，如果美国国会无法

及时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不仅将

发生债务违约危及主权信用评级， 美国经济也

将遭受巨大冲击。

目前， 市场对美联储是否在

7

月降息议论

纷纷。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此不确定的财政前景

也是推动美联储

7

月降息的重要因素。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表示，

2019

年上

半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 但自

6

月份货币政

策会议以来， 贸易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全

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情绪给美国经济带来

压力， 美联储将采取必要行动维持美国经济

持续增长。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

工具目示， 交易员对美联储

7

月降息的预期

概率为

100%

。 （吴家明）

强化信用风险应对 中证协发布券商管理指引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

《证券公司信用风险管理指引》，旨

在指导证券公司信用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 规范证券行业信用风险管理

行为， 切实加强证券公司对各类信

用风险事件的防范与应对。

随着证券公司信用风险业务不

断发展，例如股票质押回购、融资融

券等融资类业务的规模不断扩大，

证券公司信用风险管理日趋重要。

证券公司参与互换、远期、信用衍生

品等场外衍生工具的程度不断加

深，信用风险管理复杂度持续提升。

同时， 金融市场信用违约事件逐渐

增多， 风险资产处置和化解成为证

券公司信用风险管理的新课题。 中

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行

业暴露出信用风险管理方法不统

一， 尚未形成完整的方法论和管理

体系， 各家证券公司信用风险管理

的发展程度不一、管理能力存在差

距等问题，迫切需要在信用风险管

理方面建立行业统一的制度规范，

对信用风险管理的适用范围、管理

标准、 方法和流程等予以规定，对

证券公司信用风险管理做出行业

指导。

《指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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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包括了四方

面内容， 一是明确信用风险管理的

范围。 《指引》适用于证券公司以自

有资金出资的业务， 可按照业务类

型分为五类，融资类业务、场外衍生

品业务、债券投资交易、非标准化债

权资产投资以及其他涉及信用风险

的自有资金出资业务。 对于证券公

司承担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职责、

投行业务持续督导和存续期管理职

责、 作为结算参与人承担债券质押

式回购担保交收责任， 按照相关监

管规则执行。

二是明确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

环节。 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包

括风险识别与评估、 风险监控和预

警，以及风险资产处置和化解。

《指引》强调了尽职调查为信用

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证券公司根

据业务开展需要确定尽职调查方式

以及尽职调查的内容， 针对具体业

务的尽职调查要求可由证券公司根

据实际管理需要灵活掌握。同时，还

强调了证券公司授信管理基本要

求。 为保证证券公司授信的独立性

和有效性， 要求证券公司建立授信

授权审批机制， 明确各业务的审批

层级及授权范围， 保证各层级审批

的相对独立性。 对于具体业务的授

信管理， 强调了通过限额管理来控

制信用风险的头寸和水平， 并配合

其他风险控制措施。 授信的集中度

管理方面， 强调了融资类业务应对

担保品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加以控

制。《指引》建立长效的风险监控、报

告及预警机制。 要求证券公司建立

风险监控、报告及预警机制，搭建与

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信息系统， 并建

立舆情监控机制和重大信用风险事

件报告机制，做好事中风险控制。还

明确了风险资产违约处置的基本要

求， 要求证券公司建立违约处置流

程，对资产进行风险分类，并根据会

计准则计提损失。 为明确违约处置

的职责分工和人员安排， 对于风险

资产， 证券公司应指定专人牵头负

责处置事宜。 对于信用风险业务的

违约定义、 资产分类标准和计提标

准等，暂不作统一要求。

三是细化相关重点工作。 由于

各证券公司的管理现状差异较大，

现阶段不宜设置过细过严的同一业

务、同一客户认定标准，但对于当前

风险相对突出的融资类业务，《指

引》 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一方

面， 强调了同一业务风险信息的集中

管理， 明确了对于融资类业务应跨部

门、 跨母子公司制定相对一致的流程

和标准。另一方面，强调了融资类业务

同一客户认定、汇总和监控。证券公司

可制定内部适用的融资类同一客户认

定标准。另外，明确业务发起部门和业

务管理部门是信用风险管理的一线主

体， 强调了业务发起部门和业务管理

部门的信用风险一线管理职责。

四是对风险计量提出方向性指

导。 《指引》要求各证券公司根据业务

实际需要确定计量的范围和标准，并

逐步将计量结果运用于对业务的信用

风险管理， 规定证券公司可根据业务

实际需要确定内部评级的适用范围、

选取内部评级方法和标准， 以及建立

适用的内评工具， 明确应对所有涉及

信用风险的业务进行专项压力测试，

并确保压力测试结果在实际应用中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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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 版）上半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8.4%

，快于东部地区

3.5

个百分

点；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快于东

部地区。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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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的数据来看，工业增速、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等部分

指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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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均有所回升。 不少市场人士更是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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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回升是

支撑二季度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董事总经理程实

表示， 未来， 在外部压力边际减弱背景下，通

胀压力大概率下行，消费引擎可能回暖，有望

为激活内生增长动力提供新契机。 预计“大消

费”的价值主线将进一步凸显，并向资本市场

映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