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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高
伟）7 月 10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

《多城市一二手房价格严重“倒挂”》的
报道。文章称，2018 年上半年，地方城
市纷纷推行严厉的调控政策。新房市
场普遍受到限购、限价、限贷等抑制性
政策，在此基础上，部分城市一二手房
价格“倒挂”现象严重。

据我爱我家集团研究院统计，今年
上半年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
房）共网签10790套，比去年下半年的
14076套下降23.34%，降幅比例较大。上
半年新房成交均价43198元/平方米，比
去年下半年均价45879元减少5.84%。

与此同时，上半年北京全市二手住
宅网签总量为76640套，比2017年下半
年增长 57.6%，在半年走势上结束了
2017年的两连降，价格方面一直维持在
5.5万元/平方米至6万元/平方米之间。

整体来看，上半年北京一二手房
价格持续“倒挂”。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已经步入二手房时

代，新房基本位于五环以外的远郊区
县，所以价格较市中心的二手房更低。

从南京、杭州、上海、苏州这几个
城市的一二手房市场来看，同一城市
同一区域、同一地段也普遍出现价格
倒挂。根据诸葛找房对杭州拱墅区、济
南历下区、广州黄埔区、上海静安区、
成都成华区、北京密云区等20个城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新房二手房价格
倒挂较为普通。价格差在3000多元/平
方米至6000多元/平方米不等。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现象主
要是政策调控所致，因为政府对新房
的调控更直接，力度更大，而二手房价
格更多是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中形成
的，政策的影响相对更小。

该人士进一步分析，该现象需要
从城市、区域、楼盘的具体情况来看。
在他看来，从长期来看，一二手房价格
的“倒挂”并非不可接受的问题。因为
新房市场在调控下有满足中低收入人
群基本居住需求的功能，所以新房市

场是可以有两个方向的，一是保障房
市场，另一个则是纯粹的商品房市场，
两个市场各有各的价格机制，保障房
市场按保障价格前行，纯商品房市场
则由市场定价，双方互不干涉。

“至于二手房市场，由于业主多为
个人，交易价格更多的还是会由市场
决定，政策调控需要更多地从税收方
面展开，包括一些限售政策”。上述人
士表示，“新房和二手房之间的价格差
不一定需要抹平趋同。虽然在短期之
内价差对个人的投资决策可能会产生
影响，但在限售政策以及正在健全的
一些长效机制作用下，两个市场是可
以区隔发展的，并不是需要完全统
一。”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分析认为，客观看待本轮一手房
价格抑制和反弹现象很关键，未来建
议对一手房进行产品的细分，这样有
助于剔除上涨的因素，让中高端和刚
需产品的定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多城市一二手房价严重倒挂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郁
琼源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
据显示，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1.9%。上半年，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2.0%。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0.8%，影
响CPI上涨约0.25个百分点。其中，蛋
类价格上涨 15.1%，影响 CPI 上涨约
0.08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9.3%，影
响 CPI 上涨约 0.20 个百分点；禽肉类
价格上涨 6.7%，影响 CPI 上涨约 0.08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6.8%，影响
CPI下降约0.31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
降12.8%，影响CPI下降约0.32个百分

点）；鲜果价格下降 5.3%，影响 CPI 下
降约 0.10 个百分点。其他七大类价格
同比均上涨。其中，医疗保健、交通和通
信、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5.0%、2.4%和
2.3%，教育文化和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
价格分别上涨1.8%和1.5%，衣着、其他用
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1.1%和0.9%。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
降 0.1%。其中，城市持平，农村下降
0.1%；食品价格下降0.8%，非食品价格
上涨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
价格上涨0.2%。

“时令瓜果和蔬菜大量上市，鲜果
和鲜菜价格分别下降6.7%和1.8%，合

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16 个百分点，是
CPI下降的主要原因。”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说，CPI环比继
续下降，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从环比
看，CPI走势基本平稳。

此外，10日公布的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PPI环比上涨
0.3%，同比上涨4.7%。绳国庆说，在主要
行业中，涨幅扩大的有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合计影响
PPI同比涨幅扩大约0.49个百分点。

新华社东京7月9日电（记者马曹
冉 钱铮）日产汽车公司9日承认，该公
司在日本国内的五家工厂存在尾气排
放和油耗测量造假问题。

日产汽车公司对旗下五家工厂的
2187 辆汽车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
1171 辆汽车存在上述造假问题，占到
抽样总数的53.5%。

按照日本国内法规，新车在出厂前

要进行尾气排放和油耗的检测。上述工厂
将部分不达标汽车的数值修改为正常值
后，发放合格证书，出厂销售。此外，部分
汽车在出厂前进行尾气排放和油耗检测
时，行驶时间、温度等指标并不满足试验
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得出的无效测试结果
被当作正式测试结果写入检测报告。

负责生产和开发的日产公司执行董
事兼首席竞争官山内康裕在记者会上表

示，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工厂没有配
备拥有检测知识和技能的监督员。工厂
的质检员如果没有得到合格的检测数
据，便需要时间重新检测。因为交货时间
紧，质检员就通过造假来提高检测效率。

去年，日产汽车曾曝出不具备资
质的辅助检验员参与车辆出厂检验的
丑闻。此次再次曝出排放和油耗造假，
公司业绩恐遭重创。

风雨中奋斗 8 年，小米终
于上市变成“金米”。尽管开盘
只有16.6港元，低于17港元的
发行价，但是二度敲锣的雷军
说了，尽管大势不好，但好公
司依然会脱颖而出。踏上新征
程的小米，还要继续讲好一个
来自北京清河的中国公司的
创新故事。

首日表现超预期首日表现超预期
李嘉诚马化腾马云等看

好小米长期价值
7 月 9 日 ，小 米 集 团

（01810.HK）正式在香港主板
上市。虽然已经按照询价下限
17 港 元 定 价 ，但 是 开 盘 跌
2.35%，报16.6港元。中间几经
拉锯战，最终报收于 16.8 港
元，较发行价下跌1.18%。以收
盘价计算，小米市值约为3759
亿港元（约合479亿美元）。

对于开盘后股价破发，雷
军显然早有心理准备。“我到
现在还没看过股价，但是他们
跟 我 说 远 超 我 们 自 己 的 预
期。”昨天上午雷军表态说，短
期股价不是最重要的，长期的
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小米IPO
从低点开始，未必不是好事。
他坚信小米基本面非常出色，
也是非常创新的公司，相信长
期表现会越来越好。

事实上目前全球股市一
片惨淡，选择此时上市，对于
小米来说无疑需要莫大的勇
气。

在现场致辞中雷军坦言，
最近全球资本市场风云变幻，
他特别感谢十多万投资者在
此刻真金白银的投入表达了
对小米的认可和支持，其中包
括李嘉诚、马云和马化腾等等
行业大佬。“尽管大势不好，但
好公司依然会脱颖而出！”他
表示，小米能够成功上市就意
味着巨大的成功，最重要的是
调整心态，踏踏实实把公司做
好。

此次小米上市规模跻身有
史以来全球科技股前三大IPO，
是香港资本市场第一家“同股
不同权”创新试点，还创下了全
球散户规模最大的IPO。

敲锣现场火爆敲锣现场火爆
雷军身价超过李彦宏
作为香港首只“同股不同

权”的股票，小米上市一直备
受关注。9日早晨7点刚过，港
交所门口就排起长龙，场面非
常火爆，各路媒体架起长枪短
炮见证小米的历史时刻。而求
伯君、霍建宁、王卫、俞永福、
孙陶然、陈年等众多好友前来

助阵。有意思的是，为了迎接
首只同股不同权的股票，港交
所不仅重新装修，还换了一个
比往常更大的铜锣用于上市
仪式。另外一个细节是，雷军
特意邀请了一位“骨灰级”米
粉来见证上市仪式。

这其实是雷军第二次敲
锣。11年前他第一次到港交所
敲锣,当时是金山软件在香港
主板上市。但是这一次对他而
言更具深刻的意义，关乎梦
想。

“八年前，我有一个疯狂
的想法: 要用互联网方式做手
机，提升中国产品的全球形
象，造福全球每个人！说实话，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疯狂的
想法。”公司第一天开张13人
一起喝小米粥的场景，与此时
全球19000位员工、MIUI月活
跃用户 1.9 亿、万众瞩目 IPO
的盛况对比，雷军感慨万分。

冲击全球手机前三甲冲击全球手机前三甲
港股运转合适后再上

CDR
在厮杀激烈的手机市场，

小米这个“新物种”趟出了一
条路，在过去8年时间里创造
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战绩：它
用不到三年时间，做到手机行
业中国第一，之后用了三年半
又成为印度第一。2017年小米
收入 1146 亿元，7 年跨过了
1000亿的营收门槛。

“如果 100 年后人们评价
小米，我希望他们认为小米最
大的价值并不是卖出了多少
设备，赚回了多少利润。而是
我们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探索
实践了商业的终结形态——
与用户做朋友，实现商业价值
与用户价值最大程度的统一，
证明了靠锐意创新的勇气、持
之以恒的勤奋、踏踏实实的厚
道就能够成功。”雷军强调说，
上市只是新的开始。

对于小米的未来，在上市
前的公开信中雷军说有三大
成长空间：智能手机业务要力
争保证持续的高速成长，力争
尽快冲入世界三强；其次，有
计划有节奏地进行品类拓展；
第三，推进国际化，尽早实现
国际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一半以上。

另 外 关 于 何 时 重 启
CDR，雷军 9 日也做出回应
称，等港股运转合适后再上
CDR。“CDR 是很重要的试
点，要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上
港股和 CDR，现在不是最佳
时间点。” 据《北京晨报》

新华社上海7月10日电（记者潘
清）10 日 A 股延续前一交易日升势，
但反弹力度明显减弱。上证综指盘
中险些跌破2800点整数位，最终与深
证成指同步录得近0.5%的温和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 2819.71 点小幅
高开，早盘冲高并上摸2828.49点后开
始震荡回落，午后下探2800.63点的全
天低点。此后沪指再度上行并重回红
盘区域，尾盘收报 2827.63 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12.52点，涨幅为0.44%。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9205.43 点 ，涨
44.81点，涨幅为0.49%。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走势稍
强，分别收报1592.98点和6389.77点，
涨幅均为0.70%。沪深两市延续涨多
跌少格局，不过告跌品种总数增至近
900只。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 60 多只个股涨停。中小板迎来
新股N明德，首日涨幅约为44%。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升，机场
服务板块领涨，水泥板块紧随其后。航

空公司、电信服务、铁路、钢铁等板块涨
幅靠前。前一交易日逆势收跌的农业
板块当日出现在跌幅榜首位。

两市B指涨跌互现。上证B指涨
0.31%至291.90点，深证B指跌0.39%至
1055.17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326 亿元和
1934亿元，总量与前一交易日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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