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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精伦电子

莲花健康

哈投股份

天成控股

金晶科技

绿庭投资

名称
新 海 宜

大连友谊

民生控股

国海证券

浙江世宝

凯龙股份

收盘价
3.25

1.95

4.24

3.81

3.16

4.04

收盘价
3.14

3.80

4.79

4.90

3.93

6.99

涨幅（%）
10.17

10.17

10.13

10.12

10.10

10.08

涨幅（%）
10.18

10.14

10.11

10.11

10.08

10.08

名称
安德利

亨通光电

好莱客

至纯科技

德邦股份

海澜之家

名称
奥马电器

吉药控股

露笑科技

索菱股份

分众传媒

森马服饰

收盘价
15.82

15.91

16.18

16.60

18.19

7.69

收盘价
10.61

6.31

7.34

6.16

5.86

7.95

跌幅（%）
-10.01

-10.01

-9.71

-9.29

-7.62

-7.01

跌幅（%）
-10.01

-9.99

-9.94

-9.28

-8.58

-8.52

名称
太平洋

包钢股份

农业银行

中信证券

中国银行

西南证券

名称
京东方Ａ

国海证券

攀钢钒钛

东方财富

分众传媒

乐视网

收盘价
2.97

1.58

3.84

17.30

3.74

4.28

收盘价
2.70

4.90

3.95

12.42

5.86

3.03

成交额（万）
125301

52660

102769

387820

65337

71364

成交额（万）
126823

161824

118343

331484

149616

56198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6.42

6.21

11.47

8.53

7.47

3.88

5.86

4.03

5.88

涨跌幅（%）
+3.72

+1.47

+0.61

+0.47

+3.03

+1.31

-0.17

+0.75

+0.68

成交量（手）
147035

236506

10393

90341

115261

13557

9008

74003

1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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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

在商品房预售制度下，对于购房者而言
是先交钱再拿房，存在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
和风险。若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管理不善，其
所开发楼盘可能最终会变成“烂尾楼”，给购
房者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因此，现房销售是
大势所趋。但从短期来看，如果取消房地产
预售制度，会带来供应量短期锐减，不利于
市场平稳运行。因此，必须在房价平稳周期
内逐步实现现房销售

近日，广东首个商品房现房销售试点项
目龙华金茂府在深圳正式亮相。同时，中山
市国土局网站显示，在10余起土地拍卖中，
城市住宅用地出让要求以“出让后实行商品
房现售”为前提条件。一时间，对于是否应
该取消商品房预售制的讨论又火了起来。

有观点认为，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有效降
低消费者购房风险。但也有人认为，取消商
品房预售制度会降低住房供给量，增加资金
使用成本。有利有弊的商品房预售制度是
否应该继续？现房销售制度是否应该全面
推广？对此，记者采访了众多业内专家。

多地试点现房销售

10 月 19 日，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
了《关于加强新建商品房现房销售管理工作
的通知》，鼓励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新
建商品房现房销售。

《通知》指出，为深化商品房预售管
理，探索建立新建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制
度，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新建商品房现房销
售前，应当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新
建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手续。优化、简化
备案手续，减轻企业运营成本，鼓励支持
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新建商品房现房销
售。

实际上，探索和鼓励取消商品房预售制
度的不止合肥一座城市。今年4月底，福建
住建厅就要求，福州、厦门两市试点在土地
出让中逐步提高商品房预售条件，直至实现
现房销售。

此外，还有很多城市实行过住宅封顶销
售、现房销售试点。2016年，杭州、南京、苏
州等城市土拍时的现房销售要求被认为与
抑制楼市过热有很大关系。有统计数据显
示，2016 年 8 月份至 2018 年 7 月份，南京先
后拍出67块现房销售地块。苏州从2016年
9 月份至今，累计出让了超过 130 宗住宅用
地，其中有约 70 宗要求现房销售，占比超
50%。

预售制度有利有弊

房地产预售，在过去一二十年中是非
常普遍的现象。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80%至 90%的商品住宅都是采用预售方
式。商品房预售制加速了整个建设资金周
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了资金使用
成本。我国发展住房市场化以来，预售制
度客观上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起到了
关键作用。

然而，商品房预售制度也存在一些弊
端。在商品房预售制度下，对于购房者而
言是先交钱再拿房，存在很多不可预料的
因素和风险。例如，如果遇到开发商偷工
减料，建造劣质工程，可能购房者拿到的
是不合格房子。更严重的情况是，遇到房
地产下行周期，若房地产开发商资金管理
不善，其所开发楼盘可能最终会变成“烂
尾楼”。

“当下，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各种质量问

题基本都与预售制度有关。虽然，预售制度
加快了房企的销售节奏和建设数量，是房地
产行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但对购房
者来说，因为保障度太低，存在各种不确定
风险，由此产生的大量纠纷经常让购房者付
出不小的代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说。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罗平表
示，与商品房预售制度相关的纠纷有四大
类，第一类是没有取得预售证就开始卖房，
有的开发商为了资金快速回笼，未取证先卖
房，很多行为并未在职能部门的监管之下；
第二类纠纷是面积差距问题，预售合同与实
际面积不符，特别是公摊面积小于图纸，购
房者可能面临利益受损；第三类纠纷是逾期
交房，由于开发商资金链问题，对工期把握
不准问题等，导致交房时间没有按合同约
定；第四类纠纷是逾期办证问题，交楼时间
逾期将直接影响购房者办理房产证。

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商品住房开发期
间发生设计变更，但开发商并未主动通知购
房者，导致购房者拿到的房子“货不对版”。

黄罗平认为，商品房预售制度客观上还
会加大司法部门的工作量，给购房者带来一
定的风险。对于按揭买房的购房者而言，如
果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购房者不仅要还银行
贷款，还会面临拿不到房子的悲惨处境，但
现房销售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纠纷，减少消
费者的风险。

取消预售影响几何

对于应该预售还是应该现售，尚存很多
争议。如果取消预售，将会对楼市产生怎样
的影响？

黄罗平认为，预售制度能够实现高周
转，提高房地产开发速度。但是，如果取消
预售制度，会造成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开发
周期变长，进而减少住房供给量。

对于消费者而言，现房销售最为安
全。“从法律上讲，取消预售对购房者非常
有利，能够避免预售房屋的不确定性，减
少纠纷，保障购房者的资金安全。”黄罗平
说。

张大伟认为，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但
从短期来看，如果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会
带来供应量短期锐减，不利于市场平稳运
行。因此，必须在房价平稳周期内实现现房
销售。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夏磊认为，预售过
渡到现售，与市场环境息息相关。市场不
好时，即使早早拿到预售证，房子也不一定
卖得出去，有很大可能要等建成现房才能
卖出去。市场好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商品
房预售制的资金回笼优势。值得注意的
是，市场好的时候，有些房企会主动实施现
房销售政策，因为现房定价会更加合适。
所以，预售还是现售，不能政策打转向盘，
一下子猛改，应该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
主选择。

夏磊表示，在房企资金链偏紧的情况
下，房地产预售仍将是主流，这符合行业惯
例和发展规律。选择现房销售还是预售应
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应该搞一刀切。

相关专家表示，无论是实施商品房预售
还是现房销售，都应该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
序为根本。特别是实行预售制度时，开发商
更应该秉承诚信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及时交
付房屋，应趋利避害，维护市场稳定，促进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梁倩）
近日，住建部发布《中共住房城乡建设部
党组关于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要
求坚决落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坚决遏制投机炒房，加大
分类调控、精准施策力度，加快推进住房
制度建设。

业内人士表示，“投机者”习惯了持续
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一旦出现平稳，就开
始期待政策宽松。但种种政策表明，中央
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不会发生改变。但
需注意的是，调控难以转向的背景下，高
杠杆、高负债的房企即将迎来集中还款
期，资金压力不可小觑。

住建部给出住建部给出““定心丸定心丸””

近日，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可能促使
政府放松房地产调控的言论，多位权威人士
回应，中央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不会发生改
变。

上述人士表示，房地产调控不会半途
而废、前功尽弃，不会允许任何放松原已
建立的调控政策体系、任由房价上涨的做
法。

对此，住建部更是给出“定心丸”。住
建部表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加大分类调控、精准施策力
度，加快推进住房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和
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推进形成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保持调控
政策连续性稳定性，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最近
关于放松限购、限价、信贷利率等方面的房
地产谣言集中释放。部分城市出现了房闹
现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投机需求比
例高的原因导致。而调控不会放松，一方
面，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只是涨幅放缓，远远
未到全面下行的地步。另一方面，7月31日
的73字房地产定调，对整体房地产调控的定
位出现变化。

调控仍在调控仍在““打补丁打补丁””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年
内全国房地产调控次数约405次，较2017年
同期上涨近80%。

近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印
发《深圳市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办法（试

行）》，通过对开竣工期限、违约原因认定及
处理原则、违约金缴交基数、监管职责等内
容进行明确规定。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新政
实际上从供给侧规范房地产市场，从根源上
改善囤地、开发商捂盘等情况，有助于扩大
住房市场供给。

此外，合肥发布《关于加强新建商品房
现房销售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坚持和
深化商品房预售管理，探索建立新建商品
房现房销售备案制度。河北发布《关于建
立健全房地产开发领域违法建设防控治
理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坚决根治房地
产开发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违法销售的
顽疾。兰州下发关于严格经济适用住房
销售管理的通告，明确规定房产中介不得
擅自代理销售经济适用住房。

张大伟说，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边界效
应持续递减，但整体看，最近房地产调控最
大的特点依然是政策“打补丁”、市场“管秩
序”。

房企融资房企融资““活血活血””

张大伟表示，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房企
资金回款将明显减速，在此背景下，2018年
四季度，房地产企业最重要的工作将是融
资。

10 月以来，碧桂园、泰禾、中海、越秀、
云南城投、万科等多家房企集中发行债券
融资。29 日，万科、阳光城、华侨城等多家
房企披露融资计划，主要用于项目开发及
补充流动资金等。万科、华侨城公告坦
言，该次超短融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到期债务，包括银行保理融资、银
行贷款和债券等。

值得注意的是，阳光城大股东已100%质
押所持股票。包括嘉文投资、福建阳光集
团、东方信隆等多个股东。除了股东所持股
票被质押外，阳光城对其子公司担保额已高
达 1367.43 亿元，超过原定担保计划的比例
高达127%。

近几个月来，房企融资需求频现。2018
年1至9月，仅信托、发债渠道，房企融资额
就超过万亿元。究其原因，是集中迎来债券
偿还期。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2019年全年
到期偿额多达3597.3亿元，同比增长近7成，
其中明年一季度便迎来高达 1043.3 亿元债
券到期。

商品房预售制度该不该取消
调控不放松 房企加速融资补缺口

新华社上海10月30日电（记者桑彤）30
日，在证监会宣布加快推动三方面工作的效
应下，A股市场出现反弹。证券股领涨各板
块。

当日，上证综指以2538.57点开盘，上午
震荡走高，午后高位盘整，最终收报2568.05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涨 25.95 点 ，涨 幅 为
1.02%。

深证成指收报 7375.23 点，涨 52.99 点，
涨幅为0.72%。

创业板指数涨 0.76%至 1259.95 点。中
小板指数涨0.29%，以4923.80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有 2809 只交

易品种收涨，658 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
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 60 只个股
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证券、机场、汽车零件涨
幅居前，涨幅都在3%以上；饮料制造、燃气、
地面兵装跌幅较大，前两板块跌幅在1.0%以
上。

当日，沪深B指涨跌互现。上证B指涨
1.11% 至 269.57 点 ；深 证 B 指 跌 1.00% 至
856.46点。

30日A股市场反弹 证券股领涨各板块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国内外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联系电话：0970-7680723/7680726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666元

更多信息，关注我们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一价全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