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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面对房价下跌“新常态”

□

本报记者 张敏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据显示，

10

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平均环比

连续

6

个月下跌，同比也已下跌

2

个月。 对

习惯房价“只涨不跌”的人来说，房价进入

下跌通道似乎是难以承受的事情。在供需

关系出现逆转、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背景

下，房价下跌将可能成为常态，引发一系

列不可逆转的调整。对此，应理性面对、无

需恐慌。

在上述数据外，还有一些情况更加令

人担忧。 机构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的

70

个大中城市之外， 为数众多的小城市，已

普遍出现房价下跌

1-2

成的情况，很多三

四线城市房价多年未涨。 事实上，即使号

称房价最坚挺的一线城市，

10

月新房价格

也出现同比和环比全面下跌。

房价开始进入下跌通道，正催生市场

恐慌情绪。 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频繁出

手救市，房企启动降价策略，房地产投资

资金纷纷撤出，以及

10

月前出现的观望情

绪严重、成交量低迷。一段时间以来，楼市

“寒冬论”盛行，似乎预示着房地产业将就

此一蹶不振。

多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经历数轮

下跌周期，但总体而言，房价快速上涨仍

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使很多购房者获得资

产价值提升，笃信房价“只涨不跌”，也吸

引大批资金进入，使房地产业迎来爆发式

增长，一度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但一系列迹象表明，这种“美好时代”

恐将一去不复返。

首先，库存不断积压。 随着此前房地

产投资和新开工面积高速增长，楼市库存

不断增多。自

2012

年

4

月以来，全国商品房

库存连续

31

个月保持上涨。与最低点时相

比，最近两年多来，库存涨幅已近

9

成。 若

算上未纳入统计的保障房和 “小产权房”

等部分，实际库存更为庞大。

其次，需求结构调整。 我国实施住房

市场化改革十多年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

面积大幅提高。 在很多城市，大量的家庭

居民通过投资行为或城市改造，获得多套

住房，住房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加之政策

层面对投机投资需求有诸多抑制，使购房

需求后继乏力。

再次，政策环境变化。 楼市调控长效

机制正在酝酿中，表明未来房地产调控将

朝着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发展，对供需两

端管控将更加合理。 行政手段逐渐退出，

将减少市场波动。

最后，产业地位下降。 近年来，房地

产投资增速维持下降态势，从

2013

年

8

月

开始， 已连续

15

个月低于同期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且二者差距在不断拉大。 这种

情况表明， 房地产业对

GDP

贡献率正在

下降。 房地产业对资金吸引力不断减弱，

说明“房地产救经济”的想法已显得有心

无力。

这些迹象预示着， 房地产市场正从

高速增长，过渡到平稳增长阶段。 房地产

投资增速下降、行业利润率摊薄、房企兼

并整合加剧，都将成为常态。 表现在房价

上，涨与跌的波动会更加频繁和均衡，在

部分库存高企城市， 房价下降甚至可能

成为常态。

如今的房价调整，正反映出这种转变

的阵痛。虽然艰难，但从经济大势角度看，

恰恰能倒逼增长方式转变，根治“房地产

依赖症”。 从长远看，对调整经济结构、维

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有利无害。

因此， 无需对房价下跌常态感到恐

慌。 无论对投资者、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

而言，都应理性面对、主动调整，而非墨守

成规、饮鸩止渴。

国务院颁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

中央层面政府核准投资项目再减四成

□

本报记者 赵静扬

近日， 国务院印发通知， 正式颁布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4年

本）》（以下简称 《目录 （2014年

本）》）。《目录（2014年本）》共取消、下

放38项核准权限，其中，取消核准改为备

案15项、下放地方政府核准23项。

中央层面核准项目数量

将进一步减少

经测算，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将

进一步减少40%， 连同2013年减少的

60%， 共将减少约76%。 一是将钢铁、有

色、水泥、化肥、造船设施项目以及城市供

水等城建项目取消核准， 改为备案管理。

二是将火电站、热电站、抽水蓄能电站、新

建港区、通用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机场、扩

建一次炼油、铁矿开发、新建乙烯等项目，

以及部分水电站、电网工程、飞机制造等

项目， 下放省级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核准。

三是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

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含

增资） 小于10亿美元的鼓励类项目全部

下放地方政府核准，总投资（含增资）小

于1亿美元的限制类项目和全部房地产

项目下放省级政府核准。将企业境外投资

项目除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

外，全部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

民18日在发展改革委就《目录（2014年

本）》 举行的发布会上说：“对市场竞争

充分、企业能自我调节、可以用经济和法

律手段有效调控的项目， 由核准改为备

案。 对现阶段仍需核准的项目，明确中央

部门和地方的责任。 ”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目录（2014年本）的通知》提出，原油、

天然气开发项目由具有开采权的企业自

行决定，并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备案。

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

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要严格

执行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

盾的指导意见》，各地方、各部门不得以

其他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

目，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不得办理土地（海

域）供应、能评、环评审批和新增授信支

持等相关业务，并合力推进化解产能严重

过剩矛盾各项工作。

发展改革委产业司副巡视员李忠娟

说，目前国家重要项目布局基本完成，国家

遏制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的措施成效开

始显现， 倒逼过剩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已

经初步形成， 取消核准后将投资决策权下

放给企业，反而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产能过剩行业的生产经营基

本微利， 企业扩大产能的意愿明显减弱，

投资更多集中于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的

项目上来。还有一部分企业处于停产或半

停产的状态，通过市场机制倒逼不具备竞

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的环境逐渐形成。 ”

她说。

据统计，1至9月，钢铁、水泥、电解

铝、平板玻璃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分别下降5%、14.4%、31%、6%。

从投资结构看， 基本上用于续进项目，主

要投向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产品深加工

项目。（下转A02版）

险资借道沪港通出海政策将出

□本报记者 李超

在沪港通落地之际，资本市场各路机构跃跃欲试，保险资金也在谋求投资空间。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目前，在已

出台一系列险资运用政策基础上，有关部门正发起研究险资出海投资支持方案，与之配套的保险资管产品发行有望在政

策带动下获更大空间，并分羹海外市场。 投资沪港通的政策指引将成为上述支持方案的组成部分。

机构人士认为，起到“预热”作用的沪港通有望成为险资试探海外资本市场的“温度计” 。 风格审慎的保险机构依然

严守风控警戒线，从险资参与沪港通的意愿看，机构出手时机可能会有所延后，在海外资产配置方面短期内可能将难出现

大的改变。

政策酝酿再发力

早在沪港通启动前，险资海外投资便已起跑。 但是，险资海外投资并未如其它大类资产配置一样，在比例上和成功案

例数量上迅速上升。 保监会数据显示，目前险资境外投资余额约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足1000亿元，占险资运用余额

总量比例不到1.1%，距离15%的监管比例上限尚存空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有关部门人士处获悉，保险业新“国十条” 及后续与险资运用有关的政策相继出台后，有关部门正

在抓紧研究险资参与金融创新和投资支持方案，相关政策将惠及险资海外投资。

支持险资投资沪港通将列入上述方案框架内。前述人士表示，保险机构是沪港通重要参与者，对已通过多个渠道投资

海外的险资而言，沪港通将是关键出口。 研究并推动相关配套支持方案，将为保险业发展带来新机会。

在政策推出时机上，有关部门将考虑与整个资本市场投资政策整体推进节奏相协调。在支持企业“走出去” 等相关规

定明确后，上述支持方案将择时推出。

在保险资管产品层面，新政正在酝酿。保监会人士表示，由保险资管公司发起产品募集资金投向境外的操作尚处于试

点状态，参与机构热情较高。在经过一段试点并总结经验后，相关政策将出台，以进一步规范保险资管产品创新型业务。有

关部门正在同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合作，研究并推动资产管理产品发行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转变，以提高相关产品发

行效率和注册量。保监会人士认为，在成熟的注册流程推出后，投资海外的资管产品将受益，险资出海步伐有望加快。（下

转A02版）

IC图片 制图/苏振 数据来源/保监会

A09

基金/机构

中融信托拟15亿现金入股

信托业保障基金公司注册资金百亿

18日，中融信托大股东经纬纺机的一纸公告，让正在成立中的

信托业保障基金再被聚焦。 公告称，中融信托拟以现金15亿元出资

设立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

信托公司外，中国信达、中国信托业协会也将是该公司股东，并极有

可能现身董事会。 公告表示，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的

注册资本金为100亿元。

A17

商品/期货

矿价“4” 时代 产业链风云变

昨日，主力合约铁矿1505合约封住跌停板，在创历史最低值的

同时，也正式宣告铁矿石步入“4” 时代。 分析人士认为，对于矿石

企业来说，行业肯定将面临重洗，只是洗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对

于钢企而言，虽然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但成材端同样面临价格下

跌，加之钢厂进入减产周期，生产受限，虽然毛利率较高，但是总体

产量缩减，因此钢厂未必能够明显受益。

A10

公司新闻

獐子岛逾10亿定增计划泡汤

獐子岛公告称， 鉴于公司底播虾夷扇贝遭受重大灾害损失，导

致公司经营业绩发生重大变化，经过与保荐机构审慎研究，公司决

定撤回此前向证监会递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公司近日收

到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决定终止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A02

财经要闻

上交所设预案

防沪股通“乌龙指”事件

证监会就沪港通相关问题举行

第二期微讲堂。 证监会表示，对沪股

通，上交所对沪股通交易单元实施盘

中分时金额前端控制，香港联交所设

置买入价不能超过当前成交价4%

的价格申报控制。通过对交易金额和

价格的双重监管，降低了“乌龙指”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A02

财经要闻

深交所理事会

创新发展委员会成立

近日， 深交所举行理事会创新

发展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 创

新发展委员会由行业协会、 交易所

会员、基金公司、创投与私募基金、

境外机构等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代

表组成。

资本饥渴+市场回暖

券商圈钱热潮再现

时隔两年多，资本市场再现券商圈钱热潮。分

析人士认为，证券公司“资本饥渴” 现象日益突

出，加之证券行业处于洗牌前夜而资本市场回暖，

借势融资成为不少券商的优先选择。

“沪港通” 理性回归 AH股溢价平稳

昨日是沪港通“通车” 的第二个交易日，相较

于首秀时资金对沪股通的热烈追捧， 昨日明显热

度降温，呈现出理性回归的格局。沪港两地的标的

股均是涨少跌多。 恒生AH股溢价指数昨日相对

平稳，围绕102点震荡波动。

A10

公司新闻

华谊兄弟拟溢价定增募资36亿元

阿里腾讯平安齐聚首影视帝国

华谊兄弟公告称， 公司拟以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的105%，即24.83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A股1.45亿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6亿元，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影视剧项目

及偿还银行贷款。此次增发对象包括阿里创投、腾讯、平安资管及中

信建投，而阿里与腾讯还将与华谊兄弟展开深层次合作。

A12

产经新闻

中民投248.5亿元

上海拿地

11月18日， 上海市黄浦区小东

门街道董家渡616、735街坊地块出

让，起始总价为248亿元。 最终中民

投、外滩投资与佳渡置业的联合体以

248.5亿元的价格竞得， 楼板价为

35392元/平方米。

A08

机构天下

政信合作模式渐入穷途

信托公司抢搭“末班车”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发后，一些

信托公司开始赶在12月31日前抢发政信合作类产品。 还有更多的

信托公司正在加紧与地方政府协商，以保证存量业务被认定为地方

政府债务。

A02

财经要闻

地方债“量体裁衣”

规模扩大风险可控

权威人士指出，随着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上升，明年

地方政府发债规模仍将扩大。但在地方政府能够维持稳定的财政收

入流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