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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城樓價連升九月
一線地區漲幅創新高 調控料加碼
內地樓市價格升勢難抑。據國家統計

局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二月份，70大中
城市新房價格僅溫州一地環比下降，3個城
市持平，餘下66個城市上升。其中，一線
城市環比均價漲幅達到了歷史新高，京、
滬、廣、深的環比漲幅介乎1.9%至3.1%。
業內認為，房價過快上漲說明中央出台房
地產調控政策的必要性，新國五條的細則
很可能因為房價上漲加快而加重實施。

本報記者 扈 亮 楊 楠

針對內媒關於北京已出台 「國五條」細則的報道
，人民網昨日援引北京市住建委表示，該市目前並未
出台樓市新政細則，如果有相關政策將第一時間
發布。

中國政府在全國兩會前夕公布新 「國五條」，以
遏制內地樓市過熱的勢頭，加大房地產調控執行力度
。內媒此前援引多家中介人士稱，北京已下發文件落
實 「國五條」細則。包括若出售房產是滿五年唯一住
房，仍免徵個稅；若是滿四年唯一住房，則只徵收賣
房所得的4%個人所得稅，滿三年唯一住房徵收8%，
以此類推。若不是唯一住房，無論是否滿五年，都要
徵收賣房所得的20%個人所得稅。

中國廣播網向相關人士了解時，該人士回應稱並
沒有收到具體的信息，她認為信息應該是會統一發布
，各部門應該也是聽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不會前期先
出一個什麼信息出來。

此外，新華網昨日引述北京房地產業協會秘書長
陳志表示，作為落實 「國五條」的措施之一，北京房
地產業協會今年將在北京在售的房子中遴選100個熱
銷樓盤作為觀測點，重點觀測其交易的數量、面積、
套型和價格。他相信通過建立觀測點，可以更好地掌
握北京房價的波動數據，以便更精準地落實調控。

「國五條」雖未推出，但其中徵收20%個人所得
稅的規定引起市場震動，並導致二手房成交大增。據
北京住建委網站公布的網簽數據統計顯示，截至十六
日，三月份北京全市二手住宅網簽總量已達2.3779萬
套，網簽量已創下自二○一○年五月份以來近三十四
個月來的月度成交量新高；房價方面，新政的殺傷力
也在京城樓市漸漸顯現出來。據鏈家市場研究部統計
，三月一日新政出台後，業主下調價格比較明顯，三
月以來，降價的日均房源量較二月平均水平上漲3.2
倍。降價房源的佔比也較二月增加1.5個百分點。

滬上月放貸增速放緩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八日電】中國央行上海總部周

一發布的數據顯示，上月上海金融機構各項存款跌幅收窄，
各項貸款增長放緩。二月當月該市新增人民幣貸款240.9億
元，環比少增138.6億元（人民幣，下同）。當月全市新增
47.1億元的本外幣個人消費貸款中，新增個人住房貨款環比
雖少增20.9億元至35.8億元，但同比卻多增55.6億元。

春節因素令二月份人民幣貸款增速放緩，但外匯貸款增
加較多。數據顯示，截至二月末，上海本外幣各項貸款餘額
為4.19萬億元，當月新增367.2億元，環比少增99.9億元。當
月全市新增外匯貸款20.3億美元，環比多增5.2億美元。二月
份上海市本外幣個人汽車消費貸款增加同比也多增11.8億元
，至12.7億元。

同期，該市新增本外幣短期貸179.6億元，環比多增63.4
億元，同期新增本外幣中長期貸204.8億元，環比少增104.2
億元；此外，當月上海本外幣融資租賃貸款增加41.4億元，
同比多增11.9億元，而本外幣票據融資則減少73.3億元，環
比多減17.3億元。

二月上海各項存款跌幅收窄。截至二月末，該市本外幣
各項存款達6.3萬億元，當月減少262.6億元，環比少減190.8
億元。當月，全市人民幣存款減少314.6億元，其中，中資
金融機構減少433億元，同比多減1016.2億元；全市新增外
匯存款8.4億美元，其中單位保證金存款增11.2億美元。

單位存款方面，上月該市本外幣單位存款減少777.8億
元，環比多減54億元。但二月份上海新增本外幣個人存款達
287億元，其中個人定期存款增379.7億元，環比多增228.3億元
，而個人活期和結構性存款則分別減少49.1億元和33億元。

魯首兩月新核准外企增58%
【本報記者胡龍濟南十八日電】山東商務廳消息稱，

今年前兩個月，山東新核准境外企業（機構）71家，中方投
資9.17億美元，分別增長57.8%和23.8%，投資主要分布在38
個國家和地區。

據山東省商務廳負責人介紹，山東今年境外投資出現以
下新特點：一是境外農業合作開發取得新進展。今年前兩個
月，山東新核准境外農業開發項目6個，中方投資2.9億美元
，分別增長5倍和45倍。二是優勢產能境外轉移增長迅速。
當期山東新核准產能轉移項目19個，中方投資2.4億美元，
分別增長111.1%和40.3%，涉及金屬加工、紙製品、醫藥製
造、食品加工、電子儀器等行業。三是營銷網絡海外布局穩
步推進。同期該省新核准境外營銷網絡33家，中方投資1.4
億美元，分別增長94.1%和20.6%，分布在香港、美國、新加
坡等13個國家和地區。

國際節能車展五月皖開幕
【本報記者柏永合肥十八日電】安徽省合肥市科技局今

日消息稱，2013中國國際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展覽會將於五月
三十日至六月一日在合肥舉辦。本次展會展覽面積將達到三
萬平方米，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等地的行業
組織以及全國25個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試點城市將組
織代表參會觀展。

據悉，組委會策劃了40餘場論壇活動，包括 「2013中國
國際節能與新能源汽車展覽會高峰論壇」、 「節能與新能源
汽車示範推廣城市論壇」、 「新能源汽車技術發展論壇」、
「汽車節能減排論壇」、 「新能源汽車投融資論壇」等。展

會同期還將舉辦節能與新能源汽車供需對接會、新能源汽車
試乘試駕和新能源汽車示範企業（基地）觀摩參觀等豐富多
彩的配套活動。

洛陽牡丹節推介234項目
【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十八日電】第31屆牡丹文化節四

月五日至五月五日將在河南洛陽舉辦，深圳世為集團加盟為
第31屆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唯一特許商品運營商，開展涉及
8個方面11個項目的戰略合作。

本屆牡丹文化節洛陽將以招商引資和承接產業轉移為主
線，以招商推介、項目對接、實地考察為主要內容，謀劃
234個招商引資項目集中對外推介，涉及高新技術、先進製
造、節能環保、新材料、文化旅遊、電子信息服務、商貿服
務、農產品深加工等多個領域。在四月十日晚上的開幕式上
，深圳世為投資集團將主辦 「世為之夜．花開中國」文藝演
出。世為集團還投資1.2億元，為牡丹文化節製作3D動漫影
片《牡丹仙子之瑞春花開》，創作780分鐘的動漫系列片《
牡丹仙子之河圖洛書》及30集旅遊英語系列片《牡丹精靈學
英語》。洛陽市市長李柳身稱，與深圳世為集團合作為傳統
的牡丹文化節引入市場元素，增強文化節活力。更是洛陽在
城市營銷中，首次將原創動漫與城市形象緊密結合並融入中
國傳統文化元素，有助於為洛陽打造出一張別具一格的城市
文化名片。

▲牡丹文化節引入市場元素，增強文化節活力 本報攝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十八日電】廣州國土
資源和房屋管理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二月廣州一手房
價再創歷史新高，首次突破每平方米1.6萬元（人民
幣，下同）大關，每平方米貴逾3萬元的高價盤成交
面積更劇增五倍。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數據，廣州一手房價環比上
漲3.1%，領漲全國，但廣州房管局日前公布的2月環
比漲幅為2.2%，與國家統計局3.1%的漲幅 「打架」。
據廣州房管局統計數據，二月廣州一手房網簽51.86
萬平方米，同比增104.6%，環比減少46.5%，網簽均
價每平方米1.6298萬元，同比增15.1%。中心6區一手
樓均價每平方米高達2.6659萬元，同比增41.6%，環
比增5.7%。海珠一手房價首次躋身 「每平米3萬元俱
樂部」，與天河、越秀一起領跑廣州房價。

廣州國土房管局相關負責人透露，廣州二月共有
303套均價超每平方米3萬元的高價盤成交，網簽5.18
萬平方米，同比劇增520.4%，拉動全市樓價結構性上

漲。此外，一手房成交量自2012年5月以來首次跌破
60萬平方米。其中，90平方米以下、90-144平方米
及144平方米以上的成交面積環比分別減少57.0%、
38.0%和53.7%。

中原地產項目部總經理黃韜分析認為，廣州房價
上漲受結構性影響，二月中心城區改善性高端住宅放
量較多，同時，限售、控制網簽量等措施導致網簽滯
後，去年年底和一月份的購房需求在上月釋放。廣州
房地產協會特約研究員韓世同則表示，中低端樓盤售
罄、新盤尚未集中入市，高端樓盤量少價高，難免拉
高二月一手樓均價。韓世同又認為，廣州房管局國家
統計局的的數據 「打架」，是統計系統和房管部門的
計算方式不同導致數據差異，並非互相矛盾。他分析
稱，統計局數據依抽樣樣本得出，反映抽象的機構性
趨勢，房管部門則以區域樓市成交總金額除以總面積
計算均價，反映樓價具體變化。二者結合來看均反映
廣州樓市快速上漲態勢。

在寶鋼繼續上調四月板材出廠價格後，鞍鋼成為
第一個率先下調四月板材價格的廠家。多位分析人士
認為，這意味板材鋼廠價格上調周期可能結束，其
他未出台四月價格的鋼廠，也會大幅下調板材出廠價
格，或者增加訂貨優惠。

自去年十二月份以來，包括寶鋼、武鋼在內的板
材鋼廠，已連續五個月上調出廠價格。此次鞍鋼則成
為第一個下調板材價格的鋼廠。根據鞍鋼的產品價格

政策，大部分熱軋板卷產品價格下調每噸300元（人
民幣，下同），冷軋板卷下調每噸100元，熱軋酸洗
價格下調每噸320元，中厚板出廠價格下調每噸220元
，線材下調每噸180元。

寶鋼股份在此之前出台的四月份鋼價政策仍為上
調。由於現貨市場大部分品種已在下跌情況，寶鋼的
上調幅度超出市場預料。寶鋼於三月八日出台四月份
主要板材產品出廠價格政策，熱軋、酸洗、普冷、鍍

鋁鋅上調每噸150元，熱鍍鋅上調每噸200元，電鍍鋅
按規格分別上調每噸120元或每噸200元，無取向電工
鋼個別牌號上調每噸180元。

下游需求開始萎縮
中聯鋼的分析師胡艷平對此分析，寶鋼的產品更

有競爭力；鞍鋼的產品多通過代理商銷售，目前的出
廠價格已與現貨市場倒掛嚴重。再加上近期杭州經銷
商聯合抵制沙鋼的事件持續，預計其他板材鋼廠也會
陸續降價。

西本新幹線的分析師邱躍成表示，寶鋼漲價主要
是由於公司普通板材很少，汽車板等高端板材的總體
訂單還不錯，且以直供用戶為主。鞍鋼的普通板材量
比較大，且代理商訂貨佔的比重也高；且板材產品在
現貨市場自年後一直在跌價，鞍鋼的出廠價格與市場
價格更加貼近。預計河北鋼鐵、沙鋼等尚未出台四月
出廠價格的鋼廠，也會大幅下調板材出廠價格，或者
增加訂貨優惠。

河北一家板材生產廠家的管理層也稱，在經過了
去年九月開始的一輪板材價格上漲後，目前下游需求
也開始萎縮，很多鋼廠已經再度陷入虧損。近期來看
，下游需求也無恢復跡象，鋼廠日子可能會越來越難
過。此外，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昨日公布的數據，該
會預估三月上旬全國粗鋼日均產量環比增2.48%至
208.46萬噸。其中，鋼協會員企業粗鋼日均產量則環
比下降3.28%，至167.55萬噸。

鞍鋼率先下調四月板材價

中山深圳引資850億
【本報實習記者汪雋逸深圳十八日電】二○一三深圳

——中山現代服務業對接會今日在深圳舉行，中山市推介75
個現代服務業項目，涉及投資總額逾850億元。兩市並簽訂
了《現代服務業合作發展協議》，將重點加強文化創意、高
技術服務、金融服務、股權投資、第三方物流、服務外包等
現代服務業領域的對接合作。

深圳市副市長唐傑等出席對接，會上中山市推介75個現
代服務業項目，涉及投資總額逾850億元，涵蓋現代服務業
集聚區、產業園區、文化創意和旅遊、大型物流和專業市場
、商業地產五大類，吸引了120餘家深圳現代服務業企業參
與對接，主要涵蓋園區開發、商業地產、高技術服務、現代
物流、文化創意、投資管理六大領域。吸引120餘家深圳企
業參與對接，深圳市副市長唐傑等出席。

兩市相關企業並簽訂了4個項目合作協議書。其中，華
澳中山股權投資基金第二期項目以股權投資方式投資中山擬
上市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華潤萬家中山物流項目計劃總投
資超過5億元，規劃佔地面積約150畝；中山美居產業園項目
計劃總投資約2億元，建築面積約3萬平方米，將打造跨深中
兩地具特色的創意設計及文化產業基地；網屏編碼（國際）
產業園區項目計劃總投資約2.3億元，將引進、整合開發上
下游產業鏈，建設以網屏編碼技術為核心、年產值超百億的
高科技產業園。

據內地中介計算的數據顯示，二月份，70城市的
平均新建商品住宅環比指數為101.08，比前一月增加
0.51個百分點；平均價格同比指數為101.86，比前一
月增加1.18個百分點。路透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
據測算，當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上
升2.1%，為連續第二個月同比上升且升幅自前月的
0.8%明顯擴大，環比則連續九月上升，漲幅為1.1%。

廣州樓價上月漲幅最大
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價格方面，70

個大中城市中，環比價格上漲最高漲幅為3.1%；同比
價格下降的城市有8個，上漲的城市有62個，最高漲
幅為8.2%。二手住宅價格方面，環比下降的城市有4
個，上漲的城市有66個，最高漲幅為2.2%；同比價格
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18個，持平的城市有3個，上
漲的城市有49個，最高漲幅為6.7%。與一月份比較，
漲幅回落的城市有2個。

其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熱點城市房價
環比漲幅居前，上漲幅度明顯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
別為2.4%、1.9%、3.1%和2.2%，除深圳漲幅未發生變
化外，北京、上海、廣州的房價漲幅均再次擴大。其
中，廣州的漲幅擴大了1.1個百分點，創下當月70大
中城市價格環比最高漲幅。

瑞穗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數
據顯示內地房價漲勢強勁，接下來國五條關鍵還是看
地方政府實施的細則。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
鄭紅玉指出，二月份內地70城市房價的環比漲幅已超
過二○一一年一月 「新國八條」出台前的水平，而且
已接近○九年四季度、二○一○年一季度的瘋漲水平
，預計本月下旬地方調控細則將陸續出台。

對於一線城市二月份漲幅凌厲，中原地產研究總
監張大偉分析稱，在一線城市明顯出現了購房者恐慌
，新建住宅、二手房住宅的量價均明顯上漲。此外，
一線城市的信貸相比其他城市更為寬鬆，且一線城市
新建住宅供應減少，土地供應稀缺，近期土地市場溢
價上漲，房企在售項目價格上漲預期有所提高。

地方調控細則將陸續出台
中國房地產經理人聯盟秘書長陳雲峰從數據分析

稱，從去年十一、十二月到今年的一、二月份，都是
一個平穩上漲的趨勢，初步預測三月份可能還會延續
二月份上漲的趨勢。國務院於三月一日出台旨在抑制
樓市過熱的新國五條，在調控政策執行方面的嚴厲程
度進一步升級。不過，沈建光認為，房價上漲的趨勢
或會隨新國五條政策實施而有所緩和，但沒有下調
的可能性。抑制房價漲勢，新一屆政府還應加大保有
環節的稅收力度，並增加土地供應。張大偉相信，新
國五條的細則很可能因為房價上漲加快而加重實施。

註：路透根據統計局公布的70個大中城市新建
住宅價格計算

穗一手房價首升破1.6萬

京否認頒國五條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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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十八日電】新
「國五條細則」公布後各地二手樓市 「井噴」

，中介利用市民紛紛趕搭 「末班車」的急切心
理渾水摸魚，令不少市民中招。廣州近日加大
檢查，發現八分之一地產中介機構不合格，將
吊銷其資質。

數據顯示，廣州全市4109間房地產中介服
務機構及分支機構中，2006間房地產中介服務
機構及1600間分支機構通過檢查，437間房地產
中介服務機構及66間分支機構未通過檢查，
逾八分之一中介機構不合格。廣州市國土房
管局稱，將註銷未通過檢查中介機構的資質備

案。
廣州市民王女士看中了一套學位房，簽購

房協議前，中介要求先簽定金協議。因急於購
房，王女士未核實就交了定金2萬元，後查明該
房學位已被使用，王女士不得不取消交易。索
要定金時，中介稱王女士違約，拒絕返還定金
。由於合同上並無 「學位未被使用」等內容，
王女士要回定金的希望渺茫。

因擔心新政的影響，急於脫手的孔女士則
掉入無良中介亂收費陷阱。她希望買方通過 「
轉按揭」的方式盡快完成交易，中介機構就巧
立名目，向她索要1千元的 「加急費」。

廣州12%中介將被吊銷牌照

▶二手住宅環比下降的城市有4個，上漲
的城市有66個，最高漲幅為2.2%

新華社

▶中鋼協預計
，本月上旬全
國粗鋼日均產
量環比增2.48%

新華社

▲▲廣州廣州22月一手房價再創歷史新高月一手房價再創歷史新高，，首次突破首次突破
每平米每平米11..66萬元大關萬元大關 陳若菲攝陳若菲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