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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将告别高增长

□本报记者 张敏

经过持续低迷之后，房地产市场底部似乎已经出现。 国家统计局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

房地产投资、销售、资金来源等增速持续下滑。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9月底房贷新政出台，10月楼市已经出现反弹迹象。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楼市成交

量和价格将逐渐从底部回升，房地产市场料出现反弹。但由于整体供需关系出现逆转，房地产投资将告别高

增长。

投资增速连续下滑

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875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5%，增速比1-8月回落0.7个百分点。 其中，

住宅投资46725亿元，增长11.3%，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 这也是自今年2月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连续8个月

回落。 中金公司报告指出，开发商在库存高企、9月销售疲弱情况下，投资活动较保守。

1-9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89869亿元，同比增长2.3%，增速比1-8月回落0.4个百分点，去年同

期上述增幅为28.7%。 中金公司表示，到期资金是投资的先行指标，这一变化预示未来一个季度投资增速将

低位徘徊。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年多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始终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

变化说明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 随着供需关系逆转， 房地产业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的

“黄金时代” ，这势必会对房地产投资热情带来长远影响。

截至9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7148万平方米，比8月末增加988万平方米。 历史数据显示，自2012年4月

以来，全国商品房库存连续29个月上涨。 与最低点相比，近两年多全国商品房整体库存上涨86.4%。

分析人士认为，在监管层着力调结构、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房地产投资将告别高增长时代。 未来较长

一段时间内，投资增速可能维持低位徘徊的状态。

楼市反弹态势渐显

除投资数据外，房地产销售和拿地情况也持续低迷。 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713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8.6%，降幅比1-8月扩大0.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49227亿元，下降8.9%，降幅与1-8月持平。

同期，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2401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6%，降幅比1-8月扩大1.4个百分点；

土地成交价款6781亿元，增长11.5%，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受此影响，9月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4.72，比

上月回落0.07点。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近期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迹象，这将带动数据回升。 中金

公司报告指出，短期内市场可能释放10%-20%的购房需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政策利好仍未出尽，以增加购房补贴、调整税费政策为特征的第三轮

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分析人士指出，年末翘尾行情初露端倪，房地产市场将逐渐从底部走出，预计未来数据将出现明显回

升。 由于整体库存高企、房企资金压力较大，在成交量回暖的同时，恐难出现大面积涨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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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纠结于经济增速

□

本报记者 顾鑫

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3%

， 符合市

场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应充分认识经济

增速放缓的合理性，看到结构调整的积极

信号。 从劳动力市场情况看，稳增长压力

并不大。 在短期内，定向调控举措出台会

成为常态。改革红利加快释放将支撑经济

行稳致远。

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有多方面原因，

既有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的因素，也有

三季度以来三期叠加压力、结构调整阵痛

超出预期的因素。结构调整阵痛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年积累的传统产业的

产能过剩；二是今年以来房地产持续调整

累积效应有所增强。 从经济新常态角度

看，经济增速不可能总是保持在一个高速

水平之上，而是要完成一个以增长速度指

标为代表的整体运行态势的下行放缓过

程。 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速回落的

合理性。 同时

,

更应看到结构调整方面的

积极变化，如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继续提

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消费对

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继续增强等。

展望下一阶段经济和政策走势，定向

调控和各项改革有望加快推进，今年有望

实现

7.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即使明

年的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也无需纠结于

增速高低，更没有必要过于悲观。

首先，只要没有爆发系统性风险，只

要增长有质量保证， 经济增速放缓并不

可怕。 防风险政策已陆续出台。 比如，解

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方案和此前通过的

预算法修正案为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

和重组奠定基础； 监管层通过整顿同业

业务和信托业， 清理影子银行融资链条

中不必要的、推高信贷和存款规模的“通

道”、“过桥”环节；陆续出台定向调控措

施有力发挥托底经济和助力调结构的重

要作用。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就业指

标依然健康。

1-9

月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1000

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再次，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符合经

济发展规律。 “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

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

， 明年是

“十二五”最后一年，完成这一目标几乎

没有压力。 据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

经济潜在增长率为

7.4%

，这意味着即使

没有出台刺激政策，经济表现也会比较

稳健。

最后， 定向调控政策依然有较大空

间，明年必要时可能会降息等，这足以防

范经济失速风险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新

一轮改革正在加快推进， 改革红利正在

加快释放，这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当然，改革需要啃“硬骨头”，在期待改革

红利的同时， 更要踏踏实实落实好改革

举措， 而不是对一时经济增速的高低患

得患失。

李克强：经济出现积极深刻趋势性变化

改革措施充分见效还需一个过程

□

新华社记者 刘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1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集体会见来京参加第21届亚太经

合组织（APEC）财长会的各经济体代表

团团长。

李克强说，总的看，中国前三季度

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 并出现了

一些积极、深刻的趋势性变化。 以服务

业为主导、新业态加快涌现的结构优化

更趋明显。简政放权等改革催生的新发

展动力加快成长。 就业、节能降耗等指

标好于预期。 同时，外部环境仍然复杂

多变，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和

困难依然不小，改革措施充分见效还需

一个过程。 总之，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

信心，对面临的挑战也不掉以轻心，将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实现全年主要

任务。

李克强指出，中国致力于积极推动亚

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愿同APEC成员

一道，推进世界和本地区经济强劲、可持

续、平衡增长。 希望APEC财长会积极探

索亚太经济未来转型发展之路，促进区域

经济务实合作，为APEC合作注入新的内

容与活力。

澳大利亚财长霍基代表与会25个经

济体及国际组织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经济的成功不仅是

亚太的福音，对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各

经济体愿同中方共同努力，使APEC会议

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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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企投资信托风险频现

保监会近日发布的 《关于保险公司投资信托产品风险有关情

况的通报》预警相关风险，首度对信保合作中投资规模增速等五方

面的风险“鸣笛” ，并罕见地对27家保险机构和6家信托公司“点

名” 。 分析人士认为，从《通报》情况看，保险资金在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之外的失当现象仍然存在，相应的风险应引起重视，对现

有监管口径下已涉嫌违规的风险清理将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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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APEC财长会聚焦

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今年

APEC财长会把促进基础设施投融

资合作作为一个重点领域，将在推广

基础设施PPP（公私合作）模式方

面形成系列具体成果。

业绩提前达标 融通通源触发转型

融通基金公告， 融通通源一年目标触发式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已连续三个工作日不低于1.10

元，达到合同规定的提前触发条件，将转型为融通

通源短融债基。

iPhone热卖苹果业绩大增

苹果产业链有望再享盛宴

苹果公司上财季营收达42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净利润85亿美元，同比增长13%。 苹果业绩

显著改善，也提振了供应链企业的赢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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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要闻

国土部：

矿业向好基本面未变

国土部部长姜大明表示， 虽然

当前矿业出现一定程度调整， 但向

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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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中石油亿方储气库今冬供气

填补百亿天然气缺口需“混搭”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根据分析预测，今冬明

春国内天然气供需形势依然严峻，国家能源局已全面展开保障天然

气稳定供应专项监管。中石油最新报告也预测，2014年我国天然气

缺口将达136亿方，远高于2013年的67亿方。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承建的相国寺地下储气库今冬将首次

实现对外供气。国内最大单体海相整装气藏———龙王庙组气藏在两

周前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设计年产气量达110亿方，将对我国天

然气形成有效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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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体

频传宽松信号

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措施在

即， 市场担忧可能会对亚太经济体

造成流动性紧张。 部分亚太经济体

近期开始释放明显的宽松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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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上市公司

并购影视资产频繁停摆

上市公司对影视类资产的并购

活动显露降温迹象，近日数家公司宣

布并购事项终止或暂停。 究其原因，

既有因为价格谈不拢、并购对象问题

暴露而主动终止，也有因为相关方涉

嫌违法等行为被证监会暂停审核。

A11

产经新闻

宇通客车前三季度业绩创新高

宇通客车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0.025

亿元， 同比增长9.75%， 实现净利润11.2712亿元， 同比增长

2.80%，基本每股收益0.89元。宇通客车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均创下历史新高。 新能源客车业务快速扩张，成为宇通客车

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

■

今日视点 Comment

A02

财经要闻

国资委审议国企改革试点方案

国资委网站21日公布， 国资委主任张毅17日主持召开国资委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了有关国企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

此前召开的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审议了有关国企改革试点方案。 国资委提出，抓

紧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各项任务，有关意见方案要按照会议提出的意

见及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A03

焦点

四季度经济料企稳

政策宽松预期再升温

分析人士认为，四季度经济有望企稳，稳增长政策将以定向宽

松为主，金融、土地、户籍等领域改革将持续推进。 展望明年，经济

下行压力不容忽视，信用违约、跨境资本流动等风险值得关注。 预

计监管部门将继续增强政策的灵活性， 可能会出台降息等总量宽

松政策。

A07

A07

基金/机构

货币基金

“大扩张” 止步

基金业数据显示， 至8月底，货

币型基金的规模为17638.84亿份，

环比增幅为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