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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指出，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的措施，带动有效投资支持

补短板扩内需。

会议提出，要着眼补短板、惠民生、

增后劲，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今年限

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确保 9 月底

前全部发行完毕，10 月底前全部拨付到

项目上， 督促各地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 根据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按规

定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

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并扩大使用

范围。

专家表示，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使用、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

增额度等举措，有利于专项债更快使用

见效， 促进地方政府优化安排项目进

度，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

会议明确，将专项债可用作项目资

本金范围明确为符合重点投向的重大

基础设施领域。 以省为单位，专项债资

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

项债规模的比例可为 20%左右。

专家表示， 专项债可用作项目资

本金范围进一步扩大， 意味着更多的

基建、 民生项目可获得专项债的支

持。

会议指出，要加强项目管理，防止

出现“半拉子”工程。 按照“资金跟项目

走”的要求，专项债额度向手续完备、前

期工作准备充分的项目倾斜，优先考虑

发行使用好的地区和今冬明春具备施

工条件的地区。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郑春荣表示，通

过加强项目管理，将进一步提升债券资

金使用效率，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

促投资、稳增长

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地方政府债发行使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近几

个月，广州市中心区二手高端住宅市场

关注度再度回升，尤其是一手高端住宅

相对较为缺货的天河区，二手高端住宅

市场吸纳了不少高端住宅买家的关注，

天河区在全市二手高端住宅市场的成

交占比也持续上升。据合富大数据监测

广州住建局网站公布的二手房网签数

据统计，8月份广州总套价超千万元的

二手高端住宅成交中， 多达65%的成交

落在天河区，天河区成为市中心二手高

端住宅市场成交最旺的区域。

天河成二手高端住宅最旺区域

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广州总套价

超千万元的二手高端住宅成交中，超过

65%的成交位于天河区， 天河区成为市

中心二手高端住宅市场成交最旺的区

域。 其中，交投比较旺的板块有珠江新

城、天河公园等。在天河、海珠、越秀、荔

湾市中心四区中，天河区承接的二手高

端住宅购买力居四区之首，占比逾65%，

而同期越秀、海珠两区的成交份额仅分

别占5%。

与一年前相比， 天河区在广州二手

高端住宅市场的成交份额也出现明显上

升。 据合富大数据监测广州住建局网站

公布的二手房网签数据统计，2018年8月

仅有32%的总套价超千万元二手高端住

宅成交个案落在天河区，而2019年7月天

河区在总套价超千万元的二手高端住宅

市场占比为39%，8月份则升至逾65%。

需求更集中在市中心成熟区域

由于市中心一手高端住宅在售房

源数量不多，在售的不少项目均分布在

外围区域，因此，总套价超千万元的一

手高端住宅市场，近年的成交出现由核

心地段向外延伸至新兴板块的趋势。与

一手高端住宅市场不同的是，二手高端

住宅市场近年来的成交扎堆市中心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买家在区域指向

性的选择上有所加强。

据悉，选择在市中心购买二手高端

住宅的买家，区域指向性较强，就算意

向区域以外的其他项目存在较大价格

等优势，大部分买家还是不会轻易转变

购房的区域。 究其原因，与买家的需求

有关，他们大多会选择在工作地点所在

的区域购房。如在天河去买二手高端住

宅的买家，大多是在天河区工作或做生

意的人士，就近购房的现象比较普遍。

此外，广州二手高端住宅市场的购

房需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现时购买市

中心二手高端住宅的买家，除了是希望

置换更大户型的改善型需求外，还出现

了为子女购置二手高端住宅作婚房的

情况，这类型的个案对物业所在区域的

基础教育配套也会比较看重。

机构大数据监测显示：

广州二手高端住宅成交六成在天河区

珠江新城：东区买家更注重保值

珠江新城高端住宅扎堆的东区，

凯旋新世界、新城海滨花园、金碧华府

等楼盘， 都比较受意向购买总套价超

千万元二手高端住宅的买家青睐。 买

家比较看重的是区域以及配套成熟，

而且物业比较保值。

现时， 较受高端住宅买家青睐的

凯旋新世界， 放售房源的总套价基本

都要上千万元， 面积在280平方米和

195平方米的户型比较受买家青睐。 意

向购置新城海滨花园、 金碧华府二手

高端住宅的买家， 大多对教育配套较

为注重。 其中，新城海滨花园南向138

平方米、南向148平方米的房源较受买

家关注。 而金碧华府目前二手放售的

房源并不多。

天河公园：部分买家是企业高管

天河公园板块较受关注的高端住

宅楼盘有东方新世界、 东方新世界熹

园等， 其中东方新世界的三期最受买

家青睐。买家大多都是改善型买家，有

部分买家是大企业的高管。

现时东方新世界三期面积在160

平方米和18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较受

关注。 而东方新世界熹园放售的房源

比较少， 面积在140多平方米和160多

平方米的房源较受欢迎。

天河北：多为二孩买家置换需求

天河北二手高端住宅市场的买

家，大多是来自附近的业主，因为二孩

的原因打算置换3~4房的大单位，还有

部分买家是来自外区， 主要是看中该

区域的教育资源配套比较成熟。

天河北总价上千万元的二手高端

住宅， 成交比较热的主要集中在伊顿

18、协和新世界、芳草园和帝景苑。 其

中，伊顿18面积在153~154平方米的单

位，总价约1000万元左右；面积在203

平方米的单位，总价约1300万~1400万

元左右。 帝景苑只有复式单位才是总

价上千万元的房源，大概是200~300平

方米的单位。 芳草园、协和新世界面积

120多平方米的单位，总价已达1000万

元以上。 其中，协和新世界面积120多

平方米的单位，总价约1050万元；芳草

园面积120多平方

米的三房单位，总

价为1050万~1100

万元左右。

上投摩根16只产品

年内收益超40%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8 月 30

日，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

金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今年以来分别

取得 28.82%、26.02%和 19.51%的平

均回报，全部跑赢同期大盘。而从基

金公司的角度来看， 多家公司展现

出不俗的主动投资管理能力。 以上

投摩根基金为例，旗下多达 16 只产

品年内收益超 40%， 其中有 5 只产

品收益率超 50%，另有 11 只产品取

得了 40%以上的收益率。 上投摩根

智选 30 基金和上投摩根健康品质

生活基金今年以来收益率达到

57.70%、51.99%，分别排名 414 只偏

股型基金的前 1/20 和前 1/10。 上

投摩根卓越制造基金年内回报也达

56.98%， 业绩领跑装备制造行业股

票型基金

（

A

类）

。

浦银安盛11只基金

今年来收益逾40%

海通数据显示， 股票型基金今

年以来净值增长率达 26.17%，混合

型基金增长率 21.86%，其中偏股混

合型基金增长率达 27.88%。 以浦银

安盛基金为例，Wind 数据显示，截

至 9 月 3 日，其旗下 11 只主动权益

类基金今年以来回报超过 40%

（

A

、

C

类分开计）

，其中浦银安盛红利精

选回报达 52.48%，浦银安盛消费升

级 A、C 回 报 分 别 为 48.34% 和

49.56%，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回报

达 48.16%。 从整体投资能力来看，

上半年浦银安盛旗下权益投资能力

凭借 31.81%的净值增长率，在可比

126 家基金管理人中位列第 7。

部分二手高端住宅所在板块分析

红旗品牌汽车

持续热销

据新华社电

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奚国华 5 日介

绍，今年前 8 个月，红旗品牌汽车销

量突破 5.2 万辆，同比增长 231%，8

月份单月销量突破 1 万辆。

据介绍， 目前红旗品牌汽车在

售车型已达 6 款， 分别在轿车和

SUV 领域各拥有 2 款车型，同时拥

有纯电动车型和面向全球高端定制

车型红旗 L5，这将有助于改变红旗

品牌产品长期不够丰富的局面。 针

对销售和服务网点少的痛点， 红旗

已经建成了 100 多家红旗体验中

心，对重点城市和区域基本实现了

全覆盖。

目前，红旗品牌汽车已经启动

战略布局，红旗品牌 2025 年前将推

出多达 17 款全新产品，包括多款新

能源汽车和 SUV 车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