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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1个月内两发房价预警

专家提醒：买房投资潜在升值空间已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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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不足以形成上攻

沪指再度在

2

月

25

日的上跳

缺口产生反弹，周二重返

2900

点之

上，从小周期

K

线图上可以得出“双

底”的观感，不过成交量显示市场谨

慎心态依旧。 确实，短期影响本次调

整的利空因素尚未明朗， 且调整在

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充分，因此，尽管

股指能在目前位置企稳， 确实可以

划归强势调整范围， 但投资者对于

短期股指的反弹高度， 也不宜过度

乐观。

今年爆发起来的长期超跌的低

价股和层出不穷的概念股， 具有散

户市场的典型偏好，以

A

股的痼习，

这些地方最容易形成资金漩涡 ，到

了一定程度， 大量资金在此骑虎难

下欲罢不能， 于是激活了巨大的投

机气氛，各种短期资金入市，就使得

万亿成交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然

而这不可能是

A

股的常态现象。 配

资在短期让行情疯狂的同时， 也埋

下随时 “树倒猢狲散 ”的隐患 ，这在

随后监管层查配资而股指欲涨还下

的行情中已经得到验证。

市场经过充分调整之后， 资金

会重新集结在一些脚力相对矫健的

板块和个股中，那时候，市场开启的

才是真正的牛市征程。 尽管在未来

突破上一波行情的高位仍需要较高

的成交量去穿透， 但相信过后的分

化行情也并不需要将日成交万亿作

为常态的量。 更何况， 趋势明朗之

后，捂股待涨者众，市场交易量反而

会缩小。

有人或者会说 ， 近几年

A

股

IPO

很猛且退市制度进展缓慢 ，市

场规模与此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

推动行情上涨需要更多的资金 ，因

此万亿的单日成交是正常的。 这其

实是个错觉。 我们曾统计过增发未

被严管的年份里的融资再融资数

据 ，

IPO

在

A

股市场里与再融资规

模比起来，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这几

年再融资被严管 ，

IPO

才成为扩容

主角，但其扩容速度远不及那些年。

当然，这隐含了另一种风险：解禁股

压力大增。

A

股仍属资金推动型的行情 ，

因此成交量仍是行情展开的关键 。

每一次牛市的交易量， 都会攀上一

个新台阶，这在历史上已被验证过。

上一波牛市的顶点是日成交万亿的

量，如果行情格局不改，下一波牛市

日成交过两万亿是可以期待的 ，但

相信到了这个阶段， 也可能意味着

牛市接近了尾声。 当然这是后话。

在调整阶段，两市

5000

亿元左

右已足以让

A

股维持活跃， 只是进

攻性较弱， 如果上涨时能上到

8000

亿元以上， 则可能会形成新的上升

趋势，大家不妨仔细观察。 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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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继 4 月 19 日对 6 个城市进行

预警提示后，5 月 18 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又对近 3 个月新建商品住

宅、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

大的佛山、苏州、大连、南宁等 4 个

城市进行预警提示。有业内人士指

出，4 月被住建部预警的 6 个城市

并未公开名单，而 5 月的预警则直

接点名，体现出相关部门对于高房

价继续管控的导向， 调控之意明

显。 分析人士认为，当下购房者如

果是出于改善型居住的需要，可以

入手，但若是作为投资，因为预计

潜在升值的空间已非常有限，所以

应保持理性。

住建部：

对四城市楼价发出预警

国家统计局 5 月 16 日发布了

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4

月有 67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3 月为 65 个城市。 5 月

18 日， 住建部对全国房价上涨过

快的四个城市进行了预警，包括佛

山、苏州、大连和南宁，这是继 4 月

19 日对 6 个城市进行预警提示后

的第二次。 业内人士表示，近 3 个

月部分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

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类似预

警，体现了相关部门对于高房价继

续管控的导向，是“房住不炒”政策

思路的体现，也有助于后续各地房

价稳定政策的出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4 月份， 大连新房房价环比上涨

0.7%，同比上涨 13.2%。二手房环比

上涨 0.8%，同比上涨 9.1%；南宁新

房 房 价 上 涨 0.9% ， 同 比 上 涨

11.5%。二手房环比上涨 1.4%，同比

上涨 11.7%。 虽然苏州和佛山不在

70 城房价统计名单中，但无论是近

期苏州土地市场的持续火热，还是

佛山新房成交价连续多月上涨，均

印证了这两个城市房地产市场的

高温不退态势。根据易居研究院统

计的数据显示，佛山今年 3 月份全

市房价为 13025 元/平方米， 相比

去年水平有较为明显的同比上涨。

而克而瑞数据显示，4 月份苏州商

品住宅成交 114.8 万平方米， 环比

增长 53%， 同比增长高达 80%；成

交均价 21742 元/平方米， 环比上

涨 6%，同比上涨 11.6%。 苏州近期

出台了两次政策收紧内容，尤其是

针对苏州园区等进行了管控。

房企：

加快推货保持价格平稳

为应对市场及政策的变化，多

数房企都采取随行就市的态度。广

州某大房企表示，在目前的政策调

控下以“稳”为主，楼市过热将引发

调控收紧，既不允许大涨也不允许

大跌，同时，备案指导价格仍将存

在。所以下半年推货也将采取积极

稳健的策略。 此外，有房企表示，虽

然目前企业融资拿地的步伐没有

放慢， 但企业的资金面依然紧张，

为保持规模与利润的平衡，房企也

会加快推盘节奏与力度，但价格会

“保持平稳”。

在现如今的市场环境下，许多

中大型品牌房企依然有冲规模诉

求。例如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土拍回

暖中，同策研究院预计中大型房企

将通过牺牲当期利润率的方式拿

地。而小型房企因本身发展策略差异，

当前拿地策略出现差异， 部分房企因

资金流紧张，拿地偏谨慎。 以 S 企业

为例，其 2019 年 1 季度未拿地，但

是 2018 年刚上市的 H 企业便拿地

十分积极，仍有扩张诉求！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政策调控

的核心，便是调控过程中一直在重

点强调的“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 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称，从

稳地价的角度来说， 稳地价的目的

还是维持财政收入， 从而稳定经济增

长。 一二线城市“稳地价”的核心是避

免土地价格过快上涨、推升房价。而三

四线城市则相反， 核心是避免土地

价格下跌、引发房价下跌。 稳房价

也是如此。 而从“稳预期”的角度来

说，政策调控既要稳定楼市既不允

许大涨、 也不允许大跌的预期，也

要避免预期改变引发的市场剧烈

波动、造成宏观经济波动。

专家：

刚需可入手投资需谨慎

近期，市场各种房市“小阳春”

论调再度兴起。 不少买家担心现在

不买以后买不起。 对于买房者，有

专家建议，如果是出于改善型居住

的刚需角度，可从生活实际所需出

发介入房市，选择合适的房子。 但

对于投资型乃至投机型需求而言，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前些年的持

续大涨后，价格仍处高位，潜在升

值的空间已非常有限。

地产专家邓浩志表示，目前贷

款利率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如果确

实有刚需

（包括首套和二套房）

的

买家，建议可以入市。 可以选择一

些市中心物业更为保值。 而对于投

资客来说，则需要谨慎，因为目前

市场靠房子来大幅度升值的年代

已经过去。 此外，邓浩志表示，由于

目前公寓入市门槛解禁，个人投资

公寓的人逐渐增多，公寓的升值空

间不大， 所以如果是用来出租的，

要看购买时的价格，如果购入的价

格低于周边住宅的一半，这样的回

报率还可以， 否则则需要谨慎持

有。

张宏伟则认为，目前核心一二

线城市居民购买力，可能成为限制

楼市持续回暖的原因之一。 张宏伟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居民收入

均等于该城市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2018 年数据）， 个人月收入的

70%用于支付每月按揭， 住宅贷款

年利率 5%， 分 30 年按揭还款，首

付款为家庭自有资金的情况下，居

民月支出额与可负担的贷款额比

例为 1：186.3。也即居民能负担起 1

万元每月的月供， 则可承担 186.3

万元总贷款额， 按照贷款/首付比

例 7:3 可倒推出总房价上限为

266.14 万元。

计算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深

圳三座城市成交新房套均总价远

超出普通居民收入可负担范围，宁

波、苏州、南京、杭州、福州等城市

需 4 人还房贷方可支撑起城市新

房还贷需求。

为此，张宏伟认为，城市居民

不必太担心后续房价上涨过快而

导致负担不起，对于一般城市家庭

来说，根据现有市场价格，酌情选

择家庭可承担的宜居城市再行买

房会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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