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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销售旺季扎堆促销

有的楼盘每平方米降价近万元

□本报记者 王舒嫄

近日恒大在全国范围发起的“金九银十”国

庆购房优惠活动并非个案。 从北京地区看，多个

大、 中型开发商楼盘推出力度不等的优惠活动。

广州、武汉等地也不断出现开发商打折促销的情

况。 业内人士指出，房企趁着传统销售旺季加大

推盘力度，意在加速资金回笼，缓解资金压力。

降价跑量回笼资金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调研发现，北京地区

多家大、中型开发商推出力度不等的优惠促销

活动。 其中，一龙头房企的某高端住宅项目每

平方米降价最高近万元，总价降110万元左右。

该楼盘售楼经理介绍,“对外报价7.5万元/平

方米的精装房，可根据客户购房实际情况卖到

6.8万元/平方米以下。交付装修标准每平方米1

万元左右，降价后已接近成本价。” 对于降价的

原因，该经理直言眼下行情低迷，想通过降价

加速回款。

诸葛找房研究院分析， 近几个月楼市成交

冷淡是促使开发商降价的直接原因。 在融资难

度加大的背景下，房企资金压力进一步凸显。 一

些房企趁着传统“金九银十” 销售旺季的到来，

希望通过降价跑量的方式快速回笼资金。

从目前情况看， 推出的楼盘优惠活动大多

与首付到账情况挂钩，到款越快折扣力度越大，

但优惠基本保持在房屋总价基础上减3万至10

万元之间。 北京地区直降百万元的情况较为少

见， 上述案例属于房企和中介机构联手推出的

促销活动，活动周期较短。

除北京地区外，近期广州、合肥、郑州、武汉

等地也有一手房价格下调的现象。 据诸葛找房

统计，降价区域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大中城市

的郊区，如北京的通州、顺义、昌平、大兴，上海

的奉贤等。 二是三四线城市，如淮安、黄冈、张家

港等。 由于大城市中心城区供地有限，新房供应

集中郊区，降价空间相对大。 三四线城市受棚改

弱化及供应高峰的影响，市场走弱，局部地区量

价齐跌。

促销现象料会增多

降价现象增多的背后是成交量下降。 易居

房地产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8月份，其

监测的4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

比下降9%，同比下降3%。 其中，4个一线城市成

交面积环比下降19%，同比下降16%；18个二线

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0%， 同比增长6%；三

四线城市方面， 成交面积环比、 同比分别下降

4%和17%。

供应方面，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示，8月

超过7成城市商品住宅供求比上升，近半数重点

城市库存量环比小幅上升， 增幅均在7%以内，

库存消化周期环比拉长。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沈昕预计，未来几

个月一些房企由于资金压力会加大推盘力度，预

计“金九银十”楼市降价促销现象会增多。 不排

除前期积压的一些购房需求会释放，楼市成交短

期可能出现一定幅度增长。 不过，中国指数研究

院表示，受行业政策收紧、房贷利率上浮、需求透

支等诸多因素影响，现阶段房地产市场观望情绪

浓厚，促销抢收策略成效尚不明显，市场下行压

力仍较大，成交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央行日前宣布降准，预计可释放长期资金约

9000亿元。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并非

大水漫灌，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克而瑞

研究中心表示， 此次降准对楼市利好程度有限。

尽管信贷环境整体趋向宽松，但在“房住不炒”

的调控基调下，房地产信贷政策仍将适度收紧。

国信证券研报指出， 相关部门已出台多种

措施，全方位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本

轮降准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降准前， 各种收紧房地产融资的政策不断

出台，尤其是7、8两个月期间。因此，资金难以大

规模流向房地产行业，房价、地价均不具备大幅

上涨的可能性。 也有市场人士认为，降准对楼市

影响仍存在边际利好。 银行在可用资金得到充

实后投放信贷的意愿将增强， 先前出现的部分

银行按揭额度用完、 放款变慢的现象可能出现

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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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频出 猪肉保供稳价可期

□本报记者 潘宇静

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 全国在行

动。近一时期，逾八个部委持续出台支持政策，为

猪肉市场的健康发展群策群力。 9月10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

级的意见》，以保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

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

据商务部监测，上周（9月2日至8日）猪肉

批发价格为每公斤35.11元，上涨1.5%，涨幅比前

一周回落7.4个百分点。 禽产品批发价格有所上

涨。其中，鸡蛋价格为每公斤11.27元，上涨3.5%；

白条鸡价格为每公斤18.68元，上涨4.4%。分析人

士认为， 政策的支撑和猪肉企业利润的上涨，有

助于提升养殖户补栏的意愿。 头部企业凭借资

本、防疫等优势，率先实现产能恢复。

多部门出手促猪肉市场发展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在强化政策措施保

障方面，猪肉市场迎来五方面利好。

金融政策支持方面，银保监会联合农业农村

部印发支持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

关工作的通知，选取辽宁省、河南省、广东省、重

庆市开展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

抵押贷款试点，积极稳妥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拓

宽抵质押品范围。 支持具备生猪活体抵押登记、

流转等条件的地区按照市场化和风险可控原则，

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充分发挥

银行信贷、保险保障、融资担保等多方合力，更好

满足生猪产业融资需求。 同时，财政部暂时提高

能繁母猪、育肥猪保险保额，将能繁母猪保额从

1000-1200元增加至1500元， 育肥猪保额从

500-600元增加至800元。

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方面，生态环境部、农业

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通

知强调，坚决、迅速取消排查中发现的超出法律

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划的禁养区。 同时，自然资

源部日前发布通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障生

猪养殖用地需求。 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

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

养殖用地空间， 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

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

渠道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联合农业农村部

印发关于对仔猪及冷鲜猪肉恢复执行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 从2019年9月1

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

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同

时，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对

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

通行费。

猪肉储备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将密切跟踪市场动态，适时投放储备猪肉；继续

鼓励扩大猪肉的进口，确保国内肉类市场稳定。 ”

另外，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改委相继出台

奖励政策。 2019年中央财政适当增加生猪调出

大县奖励资金规模，调动地方尽快将增产潜力转

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

范围内的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的机具品目原则

上全部纳入补贴范围，“缺什么、补什么”“急事

急办”“应补尽补” 。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

种猪场、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

（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助，中央补助比

例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最低不少于

50万元，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养殖户补栏意愿提升

正邦科技9月3日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生

猪价格创历史新高，公司对未来价格走势呈乐观

态度，在市场策略上积极应对，紧跟市场变化，适

度调整生猪出栏节奏， 提高增重猪的育肥占比，

并加大种猪资源配置，为后续生猪养殖业务的快

速发展做好准备。

有的上市公司传来有效控制非洲猪瘟的消

息。 9月10日， 唐人神董事会秘书孙双胜在

“2019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 活动上表示，公司秉持“最大的生物防疫

成本投入、最多层的生物防疫手段、最严厉的督

查与处罚举措” 的理念，建立猪流、物流、人流三

大保障体系，切断一切可传播非洲猪瘟病毒的物

流、人流、猪流途径，协同政府清除猪场周边三公

里范围内的社会小猪场，已初步做到了非洲猪瘟

的可防可控。

海通证券姜超团队认为，8月以来， 中央和

各地纷纷出台鼓励和补贴养殖的政策，提高生猪

养殖的保险和信贷支持， 保障和扩大猪肉供给。

政策的支撑和猪肉企业利润的上涨，都有助于提

升养殖户补栏的意愿。未来需密切跟踪能繁母猪

和生猪存栏的情况，其跌幅若收窄和企稳，则表

明补栏开始改善。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头部企业生猪补栏环比

出现提升，当前行业已经进入产能恢复初期。 在

疫情持续的情况下，头部企业凭借资本、防疫等

优势，将率先实现产能的恢复，对应后周期市占

率将提升。

监事会“拉闸”

*ST高升“内斗”暂熄火

□本报记者 于蒙蒙

*ST高升9月9日晚公告称，根据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

事会决定取消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

议案7共六个议案。 上述议案涉及股东于

平、翁远提议罢免实控人韦氏家族派驻高

管人员等事项。

原本在9月11日*ST高升股东大会

上将上演的实控人韦氏家族与公司股

东于平、 翁远间的一场正面较量暂时

熄火。

于平方面表示， 监事会取消议案不合

理， 未来不排除继续单独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可能性。

“拦截”罢免议案

*ST高升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9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通知，于9月8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议案》。

被取消议案包括提请免去韦振宇、李耀、张

一文董事职务，提请增补魏江、方宇、叶正

茂为公司董事等内容。

根据公告， 经监事会审查， 股东于

平、翁远《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的函》中的特别说明，违反了《公司章

程》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等相关规

定。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特别

说明相关的议案 （包括议案2至议案7，

共6个议案） 均不得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并作出决议。

*ST高升监事会委托北京市振邦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

为，于平、翁远提交的《关于提请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的函》中作出的特别说明，违

反了*ST高升《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的

规定。

于平方面称取消议案违规

提起罢免事项的于平、 翁远并不认可

*ST高升监事会及委托律所的说法。 两人

委托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简称“上海汇

业”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指出，监事会公告

取消部分议案无正当理由，违反了《公司

章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发

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

不应延期或取消， 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

提案不应取消。 ”

上海汇业称，监事会公告的《取消部

分议案暨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简称

“《通知》” ）未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发出，

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该

条规定，“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

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至少2个工作日公告

并说明原因。 ”

上海汇业指出， 监事会如执行 《通

知》，于平、翁远有权自行召集临时股东

大会。 《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第五款规

定，“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

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

主持。 ”

或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于平方面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未来

不排除继续单独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可

能性。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围绕*ST高

升实控人违规占用资金事项，于平、翁远等

人今年年初即提起罢免韦氏家族成员事

项，但未能成行。

今年1月20日，于平等9名股东通过电

子邮件的方式向*ST高升董事会发出 《关

于要求召开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的提

议》，内容涉及罢免李耀董事长职务，罢免

韦振宇、李耀、张一文、孙鹏四人董事职务。

上述人士均为*ST高升实控人韦振宇家族

所派驻人员。

*ST高升当时公告称， 公司董事长

李耀未全部收到前述9名股东签字的书

面提议文件，认为不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暂不具备召集公司临时董事会

的条件，需进一步核实。 且部分股东于1

月27日凌晨向公司董事会发出电子邮

件，声明撤回之前所签署的提议及提案。

据此，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议是不完

整的，不能作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有效

依据。

此后，于平、翁远又谋求在监事会层面

推进罢免事项。 7月26日，于平、翁远向*ST

高升监事会提交《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函》。

值得注意的是，于平、翁远、许磊、袁

佳宁等9名股东合计持股29.33%，而实控

人韦振宇及旗下两平台合计持股为

23.52%。

71家公司上半年拟分红634亿元

18家公司股息率跑赢余额宝

□本报记者 张玉洁

2019年中报季，85家上市公司发布上半年

分配方案，其中71家公司涉及现金分红，拟现金

分红总额达634亿元。以9月10日收盘价计算，22

家公司股息率超过2%； 与余额宝最新收益

2.297%比较，18家企业股息率超过余额宝。 部分

高股息率且低估值的公司发布分配方案后走出

了一轮行情。

8家公司分红均超10亿元

从分红总额看，8家公司上半年分红额超过

10亿元。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平安排名前

三，分红总额均超过百亿元。 兖州煤业、宝丰能

源、温氏股份、广发证券、潍柴动力5家公司分红

总额均超过10亿元。

从每股分红看，兖州煤业、锦浪科技、德方纳

米、卓胜微4家公司每股派息（税前）均为1元；

中国平安和依顿电子每股派息 （税前） 为0.75

元；景津环保、因赛集团、九阳股份、南华仪器、鸿

远电子、帝尔激光等6家公司每股派息（税前）

均为0.5元。

上半年分红企业数量较少，大手笔现金分红

的企业值得投资者关注。中期现金分红的企业通

常在手现金充足；同时，中期分红或预示着未来

分红潜力大。

东莞证券研报数据显示，A股企业整体分红

总额由2005年764亿元增长至2018年11840亿

元，年均增长20%。 分红企业数量占A股公司总

数比例由44.2%上升至70.7%。 从过去15年的情

况看，整体分红率较高行业包括钢铁、食品饮料、

公用事业、纺织服装及化工。 从近3年的情况看，

约19.7%企业累计分红率超过40%。

经济学者宋清辉指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

推出现金分红而不是高送转，显示出监管层引导

现金分红的作用。衡量上市公司分红力度可从两

方面看。 从公司层面考虑，看分红金额占未分配

利润的比重；从投资者角度考虑，看分红对应的

股息率高低。

22家公司股息率逾2%

股息率是衡量分红收益的主要指标。 以9月

10日收盘价计算，22家上市公司股息率超过

2%。 与余额宝最新收益2.297%比较，18家企业

股息率超过余额宝。

统计显示，兖州煤业、依顿电子、露天煤业、

亚太科技、文科园林、联发股份和宝丰能源的股

息率在3%以上。 其中，兖州煤业、依顿电子超过

5%，分别为8.75%、5.6%。 从分红总金额和股息

率这两项指标看，兖州煤业、宝丰能源、中国石化

实现了分红指标的“双高” 。

从二级市场的表现看，高分红、业绩增速较

高以及低估值的上市公司在分红预案公布后走

出了一轮行情。这在煤炭板块表现比较突出。 兖

州煤业交出了一份高于市场预期的半年报。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为332.4亿元，同比增长

3.16%；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58.1亿元，同比

增长25.68%；公司此次推出了大手笔分红预案。

半年报发布后首个交易日，港股兖州煤业股份高

开，涨幅一度超过20%。 半年报公布以来，A股公

司兖州煤业股价涨幅达19.43%。

行业基本面好转，叠加供给收缩带来煤炭涨

价的预期。 9月初以来，煤炭板块迎来一轮涨势。

兖州煤业总经理吴向前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受

冬季供暖及亚洲地区需求量将有所增长 （特别

是南亚地区）的影响，预期下半年煤价将维持高

位震荡。 公司财务总监赵青春同时表示，集团期

望全年分红维持在不低于35%的水平。

港股设内地企业高股息率指数

9月9日， 香港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推出恒生

中国内地企业高股息率指数，旨在反映在香港上

市并有高股息率的内地公司整体表现情况。

恒生中国内地企业高股息率指数是从大

型内地公司中挑选50只股息率最高的股票。

这些股票的价格波幅相对较小， 且最近三个

财政年度有持续派息纪录。 该项新指数为追

求稳定现金收益投资组合的投资者提供投资

策略参考。

相关说明显示， 该指数的企业候选资格为：

上市时间最少一个月， 最近12个月平均市值最

少为50亿港元， 成交量流通比率必须达到0.1%

等。 成分股挑选次序指标为：按最近12个月的平

均市值先筛选最大的100只证券，按最近一年的

历史波幅剔除最高的前20%证券，候选证券须于

最近三个财政年度中均有派发股息， 按最近12

个月的净股息率挑选前50只已满足所有条件的

证券为成分股。 成分股数量为50只，每半年更新

一次。

恒生公司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9月

6日比重最高的10只成分股中，多家央企在港上

市公司入围。 其中，中国石化H股、华润电力、招

商局港口、华润水泥分别位居第一、第三、第四和

第五位，比重均超过3%。此外，雅居乐集团、玖龙

纸业、深圳国际控股、龙光地产、民生银行H股和

信义玻璃入围前十。

其中，中国石化和雅居乐集团中期股利支付

率均超过40%。 中国石化2019年中期分配方案

为每股0.12元人民币（含税），按照最新收盘价

计算，股息率为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