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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月3日收盘价（元） 涨跌幅（%） 最新市盈率PE(TTM) 最新市净率PB(LF) 年报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 年报业绩预告类型

600113.SH

浙江东日

10.65 10.02 224.05 5.67 50.00

略增

000505.SZ

珠江控股

8.69 10.00 -41.78 -25.80 36.57

续亏

600149.SH

廊坊发展

11.23 9.99 -376436.88 15.76 -1153.51

首亏

000011.SZ

深物业

A 11.02 9.98 46.64 3.31 -73.05

预减

600724.SH

宁波富达

5.29 9.98 -5.42 2.78 -1155.00

首亏

000517.SZ

荣安地产

4.30 9.97 257.79 3.87 -68.01

预减

600576.SH

万家文化

17.71 7.07 1205.87 6.66 276.46

扭亏

000838.SZ

财信发展

52.75 7.00 197.74 10.79 4.62

略增

000043.SZ

中航地产

8.18 6.10 13.92 1.67 -39.09

略减

002208.SZ

合肥城建

17.68 5.62 52.59 3.91 -75.00

预减

000667.SZ

美好集团

4.00 5.54 23.91 1.74 484.00

预增

000736.SZ

中房地产

13.79 5.27 6548.42 2.41 -73.56

预减

600732.SH *ST

新梅

5.54 4.92 -38.00 5.54 -276.66

续亏

600162.SH

香江控股

6.75 4.33 50.28 1.65 20.80

续盈

002305.SZ

南国置业

4.29 4.13 26.31 2.23 -95.00

预减

000526.SZ

银润投资

56.35 3.91 1321.22 34.05 -74.57

预减

000573.SZ

粤宏远

A 6.99 3.86 -76.48 2.81 -813.55

首亏

000514.SZ

渝开发

7.21 3.74 236.89 2.16 -100.00

预减

地产龙头迎估值修复契机

□本报记者 李波

业内人士认为， 房贷新政有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改善性需

求的释放。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房地产政策环境将保持宽松。房

贷新政对细分市场的刺激力度存在区域差异， 二线城市直接受

益，一线城市不在政策范围内，三四线城市对新政敏感度低。 A

股房地产板块在前期持续下跌后估值快速回落， 房贷新政将带

来相关品种的估值修复机会，主流龙头品种受益可能性较大。

行业再获政策支持

作为货币政策敏感性行业，房地产基本面将受益此次调整，但

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差别。中长期来看，在经济下行和供给侧改革的

大背景下，货币宽松和政策扶持有望持续，房地产行业将获支撑。

长江证券指出，从政策力度来看，二套房首付比例直接下

调一成，一定程度上超出市场预期，有助于刺激改善性需求的

释放；从政策时点来看，目前正处在节前的政策平淡期和二级

市场调整期，新政出台不仅有助于刺激购房需求释放，也在客

观上有助于稳定二级市场政策预期。 不过，能直接从首付降低

中获利的仍局限于二线城市。主要原因一是一线城市不在政策

范围之内，且部分城市已经过热，目前存在“降温” 的可能；二

是三四线市场本身的低总价导致杠杆依赖低、改善与刚性需求

的区分度小，对于首付比例调整的敏感度低。另外，首付比例的

调整将加剧行业区域分化局面。 当把观察周期缩短到季度时，

以需求释放推动的库存出清，有可能导致地产投资在短期进一

步萎缩。

广发证券表示，在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地产作为经

济稳定器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2016年的行业政策环境有望持

续保持友好， 基本面在量跌价升周期中的情况可能会阶段性超

预期。但考虑到此次新政出台时间点，政策的边际效应或许没有

预期中那么大。

两类公司值得关注

前期大盘持续下跌后，房地产股票的估值快速回落，部分股

票已经破净或跌破增发价。在此背景下，政策利好将带来相关品

种的估值修复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基于区域分化还是质地

差异，个股难以雨露均沾，主流龙头品种受益幅度更大。

长江证券认为，经过开年以来的大幅调整以后，地产公司的

估值中枢整体下降，部分优质公司再次进入价值区间。此次政策

出台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因此对于一季度的行情不

宜过度悲观。 受益于以刺激需求为基点的去库存政策的两类地

产公司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是龙头公司，经过大幅调整之后，地

产龙头的估值已具吸引力，本身政策受益面大；其次是深耕区域

中心城市的中小公司。

中投证券认为，“地产板块极寒已过，春暖花开” 。暴跌跌出

了机会，部分股票已跌破资产净值、增发价或员工持股成本。 同

时，板块主流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升级转型成效渐显，估值提升

有坚实的基础。 另外，两会临近，支持行业发展及刺激住房消费

的政策将持续落地， 供给侧改革有效实施也为经济稳步前行逐

步除障。 经济在较长时间内料呈“L” 形走势，长期托底房地产

行业平稳发展是不二之选。2016年在“结构性需求、转型升级服

务” 中受益的优质潜力公司将有突出表现。

广发证券指出，在政策面与基本面阶段性共振的情况下，在

兼顾盈利改善、估值再修复以及资本运作的条件下，主流地产股

将有机会获得阶段性超额收益。

钢铁水泥去产能压力大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楼市政策利好， 引发市场对房地产上游钢

铁、水泥等行业的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房地产

去库存过程对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影响不大。钢

铁、水泥需要投资刺激，如果去库存效果好，未

来投资拉动，行业可能会有所改善，不过周期较

长。 另外，钢铁、水泥等行业本身均产能严重过

剩，自身去产能压力很大。

政策影响有限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表示：“房

地产去库存过程对钢铁行业的影响不大， 因为

去库存去的基本是已建房屋存量。另外，国家对

于新建房屋有一定控制， 这从土地政策就可以

看出来。 《2016年中国土地政策蓝皮书》中指

出2016年要实现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减量化

管理。 ”

王国清指出， 钢铁需求与房地产的投资直

接相关。 我国房地产用钢需求占全部钢铁需求

总量的30%左右，2015年房地产需求大幅萎

缩。 据统计，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6万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增速同比回落9.5个百

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4%，土地购置

面积同比下降31.7%；去年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71853万平方米，同比增加9684万平方米。

如果未来房地产去库存成效明显， 去库存

后可能加大投资，利好钢铁行业需求。 不过，这

一过程周期比较长， 至少需要2至3年的时间。

目前有购买能力的人基本都已经有房了， 剩下

的就是购买能力很弱的刚性需求， 而购买能力

弱的刚性需求实现去库存的难度有点大。

需求增长乏力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 目前我国粗钢

产能约为12亿吨，按照2015年产量测算产能利

用率不足67%， 受发展惯性及前期新建产能逐

步释放影响，产能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随着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单位GDP对钢材的消

费强度会进一步下降。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消

费量将结束持续上升的趋势， 总体进入下降通

道，产能、产量、需求严重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

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样非常突出。

在需求进一步下滑的背景下， 供给端产能依旧

持续增长，2015年行业水泥熟料运转率进一步

下降到67%左右的历史低水平， 产能过剩矛盾

非常突出。 供给端新增水泥产能依旧在持续增

长。据中国水泥协会统计，2015年全国新增投产

水泥熟料生产线共有31条， 合计年度新增熟料

产能4712万吨，比2014年减少2319万吨，已经

连续三年新增产能呈递减走势。到2015年底，全

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1764条， 设计熟料

产能达18.1亿吨，实际年熟料产能达到20亿吨，

水泥熟料年实际产能富余量超过6亿吨。

相关部门已经提出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

亿吨， 目前关于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

措施正在制定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将积

极配合政府和企业做好相关工作。中钢协指出，

企业作为这项工作的主体， 要确保化解产能过

剩政策落实到位。

中国水泥协会指出， 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

将主要体现在“停新增、去产能” 。 在整体需求

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行业发展重点将立足于产

能结构优化，劣势企业将逐步退出，但退出过程

不会短期迅速完成， 在市场及政府的推动下将

分区域优先对过剩最严重、 效益低的重点地区

进行产能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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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楼市去库存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

类型

预告净利润

变动幅度(%)

所属申万行业

600307.SH

酒钢宏兴 首亏

-17885.18

普钢

600126.SH

杭钢股份 首亏

-9975.52

普钢

601005.SH

重庆钢铁 首亏

-7682.98

特钢

600569.SH

安阳钢铁 首亏

-6409.22

普钢

600117.SH

西宁特钢 首亏

-4789.59

特钢

000932.SZ

华菱钢铁 首亏

-4119.60

普钢

002110.SZ

三钢闽光 首亏

-3019.69

普钢

600808.SH

马钢股份 首亏

-2286.39

普钢

600010.SH

包钢股份 首亏

-1996.89

普钢

000761.SZ

本钢板材 首亏

-1474.54

普钢

000825.SZ

太钢不锈 首亏

-949.63

普钢

000959.SZ

首钢股份 首亏

-894.28

普钢

600005.SH

武钢股份 首亏

-640.78

普钢

600282.SH

南钢股份 首亏

-613.83

普钢

000898.SZ

鞍钢股份 首亏

-571.55

普钢

002075.SZ

沙钢股份 首亏

-393.90

普钢

600019.SH

宝钢股份 预减

-100.00

普钢

600507.SH

方大特钢 预减

-95.00

特钢

600782.SH

新钢股份 预减

-95.00

普钢

000717.SZ

韶钢松山 续亏

-51.25

普钢

002318.SZ

久立特材 略减

-50.00

特钢

002478.SZ

常宝股份 续盈

-25.00

特钢

600581.SH

八一钢铁 续亏

-22.87

普钢

002756.SZ

永兴特钢 略减

-20.00

特钢

002443.SZ

金洲管道 略增

50.00

特钢

600022.SH

山东钢铁 扭亏

108.58

普钢

600231.SH

凌钢股份 扭亏

111.23

普钢

600399.SH

抚顺特钢 预增

350.00

特钢

部分钢铁行业公司年报业绩预告情况

2月2日，央行、银监会出台房贷新政，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首次购房首

付比例最低可降至两成。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销售的基调下，今年

楼市政策环境将保持宽松，成交有望稳中有升，区域分化的趋势依然存在。

政策效果渐显现

从央行六次降息到二三线城市取消限购，从“330新

政”再到连续下调房贷首付比例，房地产宽松政策进一步

加码。 目前，房贷利率已经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首套房

最低首付比例降至20%。 在一系列持续利好推动下，楼市

有望出现积极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房

价1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正增长，2015年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为12849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6.5%。 另据中

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1月百城价格指数

环比、同比连续第6个月双涨，其中环比涨幅有所收窄，同

比涨幅则继续扩大，分别为上涨0.42%和4.37%。 从涨跌

城市个数看，60个城市环比上涨。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表示， 尽管

2016年1月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数据尚

未公布， 但根据易居研究院监测的30个典型城市的数

据 （包括四个一线城市和其他二、 三线样本城市）来

看，1月3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环比2015年12月

减少24.2%，但2016年1月同比2015年1月，30城商品住

宅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9.4%，说明当前楼市形势明显强

于一年之前。 相比另一个楼市繁荣期的2013年1月，这

一数据也高出11.5%。 本轮房地产市场上行，最早始于

2014年10月， 市场信号是当月住宅成交量环比9月大

增，而政策信号是“930” 新政，市场信号证实了政策信

号的有效性。 之后，30城商品住宅成交量持续保持高

位。 其中，2015年12月成交量创历史最高月度成交纪

录。 2016年1月，成交量虽环比下滑，但仍保持在2014

年10月之后形成的高位平台上。 基于此，房地产市场整

体状况应无忧。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表示， 通过下调首套房

首付比例，可以降低购房者入市门槛，适度激活以自住需

求为主的楼市成交量，缓解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半数以上

二线城市高库存的市场压力，同时使房价保持相对稳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房地产政策再松

绑有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在2016年上半年继续复苏，但

从根本上并未解决需求端问题。 对于购房者来说，贷款利

率并未降低，降低首付比例也使得贷款压力有所增加。 这

部分实际刺激入市的购房者数量预计有限。 对于多数购

房者来说，新政策影响有限，但从心理层面看，会刺激一

波需求入市。

多地积极去库存

数据显示，201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1853万平方

米，创下历史新高。 在房地产去库存这场“歼灭战” 中，地

方政府正在积极出台相关措施。 从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

来看，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已成为热议话题之一，继续降低

购房成本、加快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贴以及户籍制度改

革成为去库存的发力重点。

江西省提出,对首次购买城镇住房、符合条件的农民

给予财政补贴， 探索将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

积金制度范围。 河南省提出，支持缴存职工用公积金贷款

改善住房条件， 将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常住人口纳入公积

金覆盖范围，鼓励农民进城购房。 同时，河南还有序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内蒙古提出，在扎实有序消化房地产库存方面，内蒙

古将研究住房公积金支持农牧民进城购房政策， 鼓励金

融机构向转移进城农牧民发放购房贷款。 此外，还将探索

共有产权等措施，逐步消化大平米住宅库存，取消限制性

政策，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河北省表示，要化解

房地产库存， 推进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出发点的住房制

度改革，稳定房地产市场，到2020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分别达48%和67%左右。 吉林省提出，鼓励和支

持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帮助解决融

资难问题，同时根据“去库存” 的进度调节土地供应。

湖南省提出，货币化安置是去库存的有效手段，原则

上2016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不得低于50%， 对安置比

例高的地区和项目将给予资金倾斜。 青海省提出，进一步

放宽西宁市落户限制， 建立农牧民进城购房和租房财政

补贴政策。

从一线城市来看，地方两会相关议题则更多围绕着支

持合理住房需求、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展开。 北京表示，今年

将开始研究职住平衡前提下的换房零税费政策，鼓励市民

将住房换到离办公地点更近的地方。 上海表示，限购政策

今年仍将继续实施，但会增加中小户型的供应量，让房屋

总价在青年人经过努力后可以承受。 在广东省两会期间，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芃称，广东将取消限购限

贷等调控政策，但并非强制性的，尤其对于广州、深圳这样

的大城市，具体政策仍由各地政府根据市场作出判断。

张大伟表示， 预计后续各省针对房地产库存问题会

出台不同力度的对策。 整体看，一季度有望集中发布一批

宽松的政策措施，但实施力度将有所不同。

上半年楼市向好

对于今年楼市走势，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 春节将

至，楼市进入传统淡季，房企推盘动力不足，市场表现将

较平稳。 预计春节假期过后，房企将加大供应，市场需求

也将逐步释放。 价格方面， 百城价格整体将保持稳中有

涨，部分热点城市仍可能出现较大涨幅。

杨红旭认为，2016年全国房地产行业在政策面仍

保持宽松基本已成定局。 在中央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方

针指导下， 房贷新政只是配套政策之一， 未来一段时

间，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或陆续出台配套政策。 在这样

的政策背景下， 二、 三线城市的市场很可能出现弱复

苏。 而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受宽松的货币政策驱

动和市场本身的“正反馈效应” 影响，楼市总体仍保持

较强态势。

张大伟认为， 预计2016年上半年市场依然延续上行

趋势，但二线城市的政策效果可能较明显。 当前，从统计

局数据看，房价已经全面上涨，二线城市将是新政策主要

影响区域， 后续各省都将针对房地产库存问题出台不同

力度的政策。 而三四线城市由于库存绝对值过高，今年市

场分化的趋势仍将延续。 整体来看，房地产市场有望在一

季度迎来一轮密集的政策宽松。

中银国际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销售、托

投资的主基调清晰，未来可能的地产政策包括放松落户、

交易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扩大以及公积金支持力度加大，

部分房地产金融工具在今年也有望取得突破。

数据来源：

Wind

制表：李波

制图/韩景丰

去库存政策发力 楼市成交料稳中有升

本报记者 刘丽靓

2月2日，央行、银监会出台房贷新政，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首次购房首付比例最低可降至两成。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销售的基调下，今年楼市政策环境将保持宽松，成交有望稳中有升，区域分化的趋势依然存在。

政策效果渐显现

从央行六次降息到二三线城市取消限购，从“330新政”再到连续下调房贷首付比例，房地产宽松政策进一步加码。 目前，房贷利率已经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降至20%。 在一系列持续利好推动下，楼市有望出现积极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16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正增长，201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2849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6.5%。 另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1月百城价格指数环比、同比连续第6个月双涨，其中环比涨幅有所收窄，同比涨幅则继续扩大，分别为上涨0.42%和4.37%。 从涨跌城市个数看，60个城市环比上涨。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表示，尽管2016年1月国家统计局对7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易居研究院监测的30个典型城市的数据（包括四个一线城市和其他二、三线样本城市）来看，1月3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环比2015年12月减少24.2%，但2016年1月同比2015年1月，30城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9.4%，说明当前楼市形势明显强于一年之前。 相比另一个楼市繁荣期的2013年1

月，这一数据也高出11.5%。 本轮房地产市场上行，最早始于2014年10月，市场信号是当月住宅成交量环比9月大增，而政策信号是“930”新政，市场信号证实了政策信号的有效性。 之后，30城商品住宅成交量持续保持高位。 其中，2015年12月成交量创历史最高月度成交纪录。 2016年1月，成交量虽环比下滑，但仍保持在2014年10月之后形成的高位平台上。 基于此，房地产市场整体状况应无忧。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表示，通过下调首套房首付比例，可以降低购房者入市门槛，适度激活以自住需求为主的楼市成交量，缓解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半数以上二线城市高库存的市场压力，同时使房价保持相对稳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房地产政策再松绑有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在2016年上半年继续复苏，但从根本上并未解决需求端问题。 对于购房者来说，贷款利率并未降低，降低首付比例也使得贷款压力有所增加。 这部分实际刺激入市的购房者数量预计有限。 对于多数购房者来说，新政策影响有限，但从心理层面看，会刺激一波需求入市。

多地积极去库存

数据显示，201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1853万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 在房地产去库存这场“歼灭战”中，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出台相关措施。 从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来看，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已成为热议话题之一，继续降低购房成本、加快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贴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去库存的发力重点。

江西省提出,对首次购买城镇住房、符合条件的农民给予财政补贴，探索将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围。 河南省提出，支持缴存职工用公积金贷款改善住房条件，将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常住人口纳入公积金覆盖范围，鼓励农民进城购房。 同时，河南还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内蒙古提出，在扎实有序消化房地产库存方面，内蒙古将研究住房公积金支持农牧民进城购房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转移进城农牧民发放购房贷款。此外，还将探索共有产权等措施，逐步消化大平米住宅库存，取消限制性政策，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河北省表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推进以满足新市民需求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稳定房地产市场，到2020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48%和67%

左右。 吉林省提出，鼓励和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同时根据“去库存”的进度调节土地供应。

湖南省提出，货币化安置是去库存的有效手段，原则上2016年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不得低于50%，对安置比例高的地区和项目将给予资金倾斜。 青海省提出，进一步放宽西宁市落户限制，建立农牧民进城购房和租房财政补贴政策。

从一线城市来看，地方两会相关议题则更多围绕着支持合理住房需求、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展开。 北京表示，今年将开始研究职住平衡前提下的换房零税费政策，鼓励市民将住房换到离办公地点更近的地方。 上海表示，限购政策今年仍将继续实施，但会增加中小户型的供应量，让房屋总价在青年人经过努力后可以承受。 在广东省两会期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王芃称，广东将取消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

但并非强制性的，尤其对于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具体政策仍由各地政府根据市场作出判断。

张大伟表示，预计后续各省针对房地产库存问题会出台不同力度的对策。 整体看，一季度有望集中发布一批宽松的政策措施，但实施力度将有所不同。

上半年楼市向好

对于今年楼市走势，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春节将至，楼市进入传统淡季，房企推盘动力不足，市场表现将较平稳。 预计春节假期过后，房企将加大供应，市场需求也将逐步释放。 价格方面，百城价格整体将保持稳中有涨，部分热点城市仍可能出现较大涨幅。

杨红旭认为，2016年全国房地产行业在政策面仍保持宽松基本已成定局。 在中央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方针指导下，房贷新政只是配套政策之一，未来一段时间，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或陆续出台配套政策。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二、三线城市的市场很可能出现弱复苏。 而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受宽松的货币政策驱动和市场本身的“正反馈效应”影响，楼市总体仍保持较强态势。

张大伟认为，预计2016年上半年市场依然延续上行趋势，但二线城市的政策效果可能较明显。 当前，从统计局数据看，房价已经全面上涨，二线城市将是新政策主要影响区域，后续各省都将针对房地产库存问题出台不同力度的政策。 而三四线城市由于库存绝对值过高，今年市场分化的趋势仍将延续。 整体来看，房地产市场有望在一季度迎来一轮密集的政策宽松。

中银国际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销售、托投资的主基调清晰，未来可能的地产政策包括放松落户、交易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扩大以及公积金支持力度加大，部分房地产金融工具在今年也有望取得突破。

去库存政策发力 楼市成交料稳中有升

□本报记者 刘丽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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