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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

放宽或取消落户限制扰动楼市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记者钟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简称“中汽协”）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3 月我国汽车产销
255.80万辆和252万辆，环比增
长 81.45%和 70.09%，同比下降
2.73%和5.18%。1月至3月我国
汽 车 产 销 达 633.57 万 辆 和
637.24万辆，同比下降9.81%和
11.3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30.4 万辆和 29.89 万

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1 倍和 1.1
倍。业内专家表示，3月汽车产
销同比继续下降，但降幅比前
两个月明显收窄，汽车市场有
所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3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8 万辆和
12.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88.6%和85.4%。整体来看，1
月至 3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比上年同

期产销增长了102.7%和109.7%。
对于近期国家调整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中汽协副秘书
长师建华分析称，目前来看，
虽然有部分企业响应政策降低
了汽车售价，但更多企业仍保
持价格不变。多数车企都将新
能源作为企业长远的战略布
局，所以对短时间的盈利并不
十分在意，更多的是维持销量
增长。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
者张莫）根据央行 12 日最新公
布的数据，3 月新增信贷达 1.69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86 万亿元，M2 广义货币同比
增速为8.2%，重要金融数据均超
过市场预期。业内人士表示，这
表明在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
作用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
度在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
3月住户部门新增短期贷款4294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
时，住户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
4605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835
亿元。

住户部门新增短期贷款以
个人消费性贷款为主。天风证
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撰
文分析称，3月住户部门短期贷
款大超预期，一是由于2月住户
部门短期贷款下降较多，超过预
期，部分 2 月的贷款需求有后

移；二是由于银行进行零售业务
转型，与此同时中小行与头部互
联网公司的合作使得消费贷渗
透率大幅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个人消费贷款的增
加与商业银行“大零售”战略转
型有关，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
愿意加大对个人贷款业务的投
入，一方面个人贷款的不良率相
对较低，另一方面银行在个人贷
款方面的议价能力也较高。另
外，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
小额的、短期的贷款获得更为方
便，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消费贷
款业务的发展。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
金融大数据研究中心与相关机
构联合撰写发布的《消费金融行
业洞察报告》预计，到2020年，消
费信贷将达到10万亿级以上的

规模，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从日前各大上市银行公布

的年报来看，不少商业银行均在
大力发展消费贷款，相关业务规
模快速扩张。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个人消
费贷款快速攀升的背后也不能
排除有部分信贷资金违规流入
股市和楼市的因素。董希淼表
示，今年以来股市回暖，楼市也
迎来小阳春，有一部分信贷资金
借道进入股市和楼市，监管部门
和商业银行虽然对信贷资金流
向有控制，但是很多资金的实际
流向很难监测和监管。

董希淼指出，近些年居民杠
杆率上升速度较快，由此引发的
居民部门债务问题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银行零售转型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转型过程要稳
健，不能过于追求发展速度而偏
离了自身的业务管理能力。

本报综合消息 3 月金融数
据远超预期，受此消息刺激，
三大股指 4 月 15 日开盘集体高
开，早盘在多远金融、5G、工
业大麻板块轮番表现下，各大
股指高开高走，沪指一度大涨
逾2%，盘中受养殖业板块持续
杀跌影响，两市重要股指呈现
冲高回落走势，沪指尾盘再失
3200 点整数关口，创指大跌逾
1.5%，行业板块亦多数下跌，
市场人气受挫，悲观情绪再度
升温，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不
足8000亿元，沪股通净流出6.8
亿，深股通净流出11亿，截至
收盘，沪指报 3177.79 点，跌
0.34%，深成指报 10053.76 点，
跌 0.78%，创指报 1666.90 点，
跌1.70%。

从盘面上看，多元金融、
5G、物流居板块涨幅榜前列，
养殖业、啤酒、氟化工居板块
跌幅榜前列。

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老艾
表示，在社融数据超预期的重
磅利好之下，今天居然冲高回
落，这种走势是不正常的，那
就应该纠偏。现在的核心问题
仍然是“牛市有无结束”，结束
了，清仓；没结束，持股。所
以不管有无结束，都好办。

针 对 布 局 ， 联 讯 证 券 表
示，社融和出口数据大超预
期，表明经济复苏的逻辑愈发
坚实，对后市可以更乐观一
些，中期沪指看到3500点。接
下来也是一季报的高发季，建
议配置上回归基本面，推荐两

条主线：第一，经济复苏主
线：周期。社融拐点清晰之
后，大概率下半年经济触底回
升，中下游周期板块会率先出
现复苏，尤其是一些受到政策
眷顾的行业盈利预期改善会更
为提前，重点推荐：汽车、家
电、机械、电气设备、建筑建
材。第二，外资调仓主线：金
融。一方面，大部分金融股的
估值依然偏低，是少有的价值
洼地；另一方面，券商和保险
将受益于资本市场的回暖，今
年业绩有望从底部大幅回升；
一季度社融大增后，银行业绩
也可能超预期。

沪指冲高回落跌沪指冲高回落跌00..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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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前，北京上班族葛靖因低
门槛吸引人才的“海河英才”计划成功
落户天津。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
太多改变：他和妻子依旧在回龙观地
区租房，照样一大早挤地铁到中关村
上班。只是，很快他在天津购入了一
套房。

与他一样，彻夜排队落户的人变
成了天津各大楼盘里的购房人，一度
带火了当地楼市。

有“天津故事”在前，更多人对近
来大城市放宽或取消落户限制的政策
心存顾虑：落户限制取消了，人才进来
了，如饥似渴的楼市会不会又被热钱
盯上？被引入城市的，到底是人才，还
是炒房客？

人才落户短期带动购房需求人才落户短期带动购房需求
葛靖在天津买的房产很快对外出

租，用来补贴小两口在北京的租金。
“我这就算天津人才了？”他也有些恍
惚。

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实属无奈。他
在北京一家不错的高科技企业上班，
收入不错、前景也不错。但一线城市
严格的落户限制和不断攀高的房价，
让他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周边的二三线
城市。“天津教育资源不错，即使没法
落户北京，也比回河北老家强。”他说
了实话，这么做不为自己，而是为以后
的孩子。

天津楼市随之大热。来自诸葛找
房的数据显示，此前每月仅几千套新
房成交量的天津，在政策发布的 2018
年5月已经飙升至9000余套，此后的6
月到8月更是突破了万套以上。

根 据 国 家 发 改 委 近 日 印 发 的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到 300 万的Ⅱ型
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
住人口 300 万到 500 万的Ⅰ型大城市
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
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这也意味着，
全国更多城市或效仿天津。

“放宽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打破
了限购门槛，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可
以进入房地产市场，对一些住房供给
本身不足的城市造成冲击。”贝壳研究
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说。在这一
轮落户政策宽松的背景下，近几年部
分二线城市纷纷出台了人才引进政
策，短期吸引了一定购房需求。除了
天津，西安在实施人才落户政策后，落
户人口大增，房地产市场明显好转，房
价也快速上涨。

人才引进新政刺激效果分化人才引进新政刺激效果分化
落户放宽意味着人可以进来，人

进来就势必会带来购房需求——眼下
房地产市场如饥似渴，重磅政策一出，
一向灵敏的开发商就嗅出新的生机。

“我们也知道政策是为了城市发
展，但目前还是只看到了政策有推动
房地产市场的可能。”石家庄一知名楼
盘销售对记者说。一个月前，石家庄
出台“零门槛”落户政策。石家庄此举
也被解读为调控松绑。世联行发布数
据显示，2019年年初，石家庄整体可售
面积约620万平方米，去库存“压力山
大”。

在业内看来，这类政策也将对城

市群发展有较为明显的导向作用，“尤
其会影响成渝、哈长、长江中游、北部
湾、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
榆等城市群的规划力度。”易居研究院
研究总监严跃进说，从后续成长性来
看，长江中游以及关中平原或是后续
可以重点关注的区域。换句话说，这
些有望成为房企未来重点进军的区
域。

如何平衡房地产开发和城镇化水
平、人才需求和稳定楼市的关系，考验
着不同城市的管理者。

“对基本面较好的二线城市会带
来利好。”许小乐认为，对于部分仍有
购房社保缴纳年限的城市，其购房需
求短期内可能会有所增加；而经济基
本面略差、人口吸引力不足的城市，影
响相对较弱。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
万的大城市，全面放宽落户条件，并全
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的新政，将
使得济南、青岛、杭州等城市迎来利
好，而西安、郑州等城市落户政策门槛
已经很低，人口引进红利已在2018年
被消耗掉一部分。

此外，对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虽然要求加大落户规模，但对于北京
和上海来说落户将依旧困难，需求难
以短期内释放。“深圳、南京、武汉等城
市，人口仍有流入空间，长期来看会对
其房地产市场产生利好。”许小乐说。

户籍限制放松须防借机炒作户籍限制放松须防借机炒作
来自中原地产的统计显示，截至

目前，2019 年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
户等政策的城市已经超过50个。

“从力度与数量看，都刷新了历史
纪录。特别是二三线城市，人才落户、
补贴购房等政策发布井喷。”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这些城市吸引
来了很多购房者，甚至有可能出现炒
房客借助人才政策购房落户的可能
性。

因“人”而起的楼市波动很快受到
了更严厉的调控。仍以天津为例，“海
河英才”行动计划公开之后不足一个
月，天津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
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加强房
地产市场调控。

有了前车之鉴，未来将享受到落
户政策红利的城市应先做好准备，应
对可能带来的楼市影响。许小乐说，
在放开户籍限制时，也应该适当增加
住房建设用地供应，实行“人地挂钩”，
避免供需矛盾扩大；继续做好房地产
市场管控，防止借机炒作，造成短期市
场波动。

与此同时，这次政策发布也明确
了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
口落户的概念，甚至提到了“压实地方
政府主体责任”的概念。严跃进表示，
后续在租赁住房和落户方面，各地可
能会有更多的政策鼓励内容，利好租
赁用户的权益保障。

人才对城市的作用应该是拉动产
业发展，而不是炒热房地产业。“人才
政策不能成为房地产调控的窗户，限
购关上了投资炒房的大门，太宽松的
人才引进政策又来扩大购房窗口。”张
大伟说。

据《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