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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各区楼市库存差异大

有的区域去化周期超 50个月，有些区域库存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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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近日，

广东银保监局网站发布风险提示称，近

期， 监管部门收到保险消费者反映，有

不法分子实施“代理退保”，造成保险消

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为此，广东银

保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切勿轻易

泄露个人信息，并谨慎办理“退保”，遇

有不法侵害时应立即报警，或通过其他

正规维权渠道进行维权。

不法分子的常见作案手法

广东银保监局表示，不法分子实施

“代理退保”的操作手法具体如下：

首先，不法分子会冒充监管部门或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或以“保监会退

保服务中心”“与银保监局合作” 的名

义，通过电话、微信、网络等方式联系消

费者。

然后， 谎称消费者所购买的保险产

品已有多名消费者投诉，保险公司存在欺

诈行为；或者欺骗消费者若继续持有将会

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怂恿消费者退保。

跟着，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协助其进

行“全额退保”，诱导投保人签署代理服

务协议或欠款协议，并诱导消费者提供

身份证、银行卡、保单、电话号码等个人

敏感信息， 有的甚至扣留消费者银行

卡、手机，从而达到控制客户的目的。

广东银保监局指出，这些不法代理

退保组织与黑恶势力勾结，如消费者想

终止协议，则对其实施威胁、恐吓等不

法侵害。 同时，通过阻止消费者与监管

部门、保险公司沟通，这些代理组织试

图切断消费者正常维权通道，从中骗取

客户支付高额费用。

消费者勿轻易泄露个人信息

对于上述情况，广东银保监局提醒

广大消费者注意：

一是切勿轻易泄露个人信息。

不要

随意告知陌生人身份证信息、银行卡信

息以及保单信息；保险合同是重要金融

单据，包含大量个人信息，不要轻易转

交他人，避免被非法利用并遭受损失。

二是谨慎办理退保。

不管是收取退

保手续费，还是鼓动退保后购买所谓的

“升级产品”， 都可能导致消费者权益受

损。 例如， 由于年龄增长以及健康状况

的变化， 可能导致再次投保时保费上升

或不再符合投保条件。 建议消费者谨慎

办理退保。

三是受到不法侵害应立即报警。

如

遭遇黑恶势力的威胁、恐吓等不法侵害，

消费者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确

保人身安全。

四是明辨真伪谨防上当。

中国银保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未设立“退保中

心”，也未与相关组织合作为消费者办理

退保。 要明辨真伪，勿轻信谎言。

五是通过正规渠道维权。

消费者如

对保单有相关疑问或服务、 退保需求，

可直接通过保险公司官网、 拨打客服热

线、 亲访客服中心等方式寻求解决； 也

可咨询各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

处置专业委员会并免费申请调解； 保险

公司涉嫌违反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 可

通过来信、 来访、 来电

（银行保险消费

者投诉维权热线

12378

）

等方式， 向广

东银保监局及设立在各市的银保监分局

反映。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莎琳）

作为反

映房地产市场健康度的指标之一，楼市

存量变化也是大众关注的重点。 广州楼

市的库存情况如何？ 库存压力最大的又

是哪些区域？ 根据据克而瑞的统计数

据，截至7月底，广州一手住宅

（仅含住

宅 、别墅 ，下同 ）

库存总量为936.52万平

方米，环比减少1.9%，库存连降3个月。若

按近一年的去化速度来计算，广州楼市

的去化周期也回落至11.8个月，较6月底

微跌0.3个月。

整体去化仍处健康水平

从库存面积上来看，近7个月广州一

手住宅库存量处于波动性变动状态，消

化周期在波动中有所走稳。 受今年年初

楼市淡季效应叠加假期影响，广州一手

住宅库存量逐渐累积， 最高峰时期的1

月库存量达1016万平方米，创下近4年的

新高。 而3月之后楼市成交回暖，广州房

企推货节奏也有所放缓，去化周期出现

回落迹象。 截至7月底，广州一手住宅去

化周期为11.8个月， 整体去化周期仍处

健康水平。

众所皆知，去化周期越长，所面临

的去化压力就越大。 从各区库存面积来

看， 广州楼市库存最多的是增城区，库

存量为180.7万平方米，达1.56万套；其次

是花都区， 库存量为168.8万平方米，共

13197套；排在第三的则是荔湾区，库存

量为111.8万平方米，共11457套。

黄埔区去化周期最短

若从去化周期来看，广州楼市去化

周期最多的是花都区，达27.7个月；而楼

市存货量最少的是越秀区，但去化周期

达21.9个月，位居第二。

在颐和山庄、 颐和盛世等产业、交

通配套未曾完善的郊区大盘影响下，花

都区楼市库存持续高涨， 而区府中心、

地铁沿线区域新盘货量较少，因此很多

买家将目光投向二手市场，这也让花都

区二手楼市在近一年来的成交占比一

路狂飙。

越秀区楼市存量虽仅余5.9万平方

米， 但去化周期已达到21.9个月。 近年

来，越秀区新盘入市寥寥无几，宅地也

处于断供状态，不过在其区位、名校、配

套等的加持下房价保持高位，这也让诸

多购房者涌向二手市场。

去化周期最短的则为宅地供应稀

缺的黄埔区，去化周期仅剩6.4个月。 购

房需求东移、地铁开通、配套趋于完善

等利好因素下，黄埔区一手住宅经常陷

入“缺货”的境地。

宅地供应更为紧俏的天河区，去化

周期也仅剩7.6个月。 自2015年以来，天

河区仅新增一宗商住地供应，且被抢到

“37465元/

㎡

+55%自持比例”的价位。 此

外，随着主力板块———东圃板块各楼盘

新货的销售进入收官阶段，天河区一手

在售楼盘的选择变得更少。

一些板块去化压力大

放眼广州整体楼市， 多个板块仍面

临着去化难的压力。 由过往经验可知，

那些“冷门”的板块，往往伴随着去化的

难题，其交投热度、购房者的认可度较

低。

从板块来看，花都区府、狮岭、南沙

湾等板块存量较多， 去化周期均在20个

月以上；而东圃、旧黄埔、黄阁、石基等12

个板块去化周期低于7个月，呈供不应求

之态。

业内人士表示， 当房地产市场疲软

初显时，楼市去化拼的就是所在板块的

硬实力，扛住了去化压力的板块，则凸显

出其真正价值所在。 不过，板块的供、求

发生变化的同时， 去化周期也在不断变

化，这仅是一个供购房者参考的相关指

标。

央行开展

600

亿元

逆回购操作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13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600 亿元

逆回购操作。因当日无逆回购到期，

故实现净投放 600 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 当日开展

600 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为 7 天，

中标利率为 2.55%。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 9 个月期限

的利率持平， 其他期限利率有所上

行。 13 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和 7 天利

率分别为 2.667%、2.703%，较上一个

交易日上行 3.8 个和 4.7 个基点；14

天利率为 2.772%，较上一个交易日

上行 13.5 个基点； 一年期利率为

3.0785%，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 0.3

个基点。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

指数基金正式发行

建信基金旗下中证红利潜力指

数基金于 8 月 12 日正式发行，该基

金采用 Smart Beta

（以非市值加权

为代表，通过透明的、基于规则或量

化的方法，投资特定领域或目标，以

捕捉风险溢价， 获取卓越的风险调

整收益，实现组合分散化的目标）

策

略的新产品。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 7 月 30 日， 国内 37 家基金公

司合计管理了 88 只 Smart Beta 策

略基金，总规模超过 330 亿元，相较

去年底增幅逾 50%。 中证红利潜力

指数更看重公司未来的分红预期和

分红能力，以每股收益、每股未分配

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为指标， 选取

综合排名前 50 的股票为成份股。建

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基金力争获取

与中证红利潜力指数相似的投资收

益。

申万菱信研发创新

100ETF

近期推出

近期核心资产成为市场关注焦

点。申万菱信基金表示，在宏观环境

的影响下，资金偏好业绩确定性高、

流动性好的核心资产。 从目前经济

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来看，核

心资产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以沪深

300 价值指数为代表的大市值公

司， 一类是以科技成长股为代表的

“新核心资产”。基于这个理念，申万

菱信基金近期推出了新产品———申

万菱信研发创新 100ETF 基金，或

成投资者布局科技核心产业中“便

宜好公司” 的工具。 中证研发创新

100 指数由沪深两市中信息技术、

通信、航空航天与国防、医药、汽车

与汽车零部件等相关行业中研发营

收比例高、 行业代表性强的 100 只

股构成样本股， 以反映科技行业内

代表性企业的整体表现。

广东银保监局：

加强防范“代理退保”骗局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