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投资增速扩大开发投资增速扩大

从统计数据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完

成情况上看，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 34217 亿元，同比增长 11.9%，增速比

1-3月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

资24925亿元，增长16.8%，增速回落0.5

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

资的比重为72.8%。

对于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加快背

后的原因以及后续是否会继续加快的

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

发布会上表示，1-4月房地产投资同比

增长11.9%，比上个月加快了0.1个百分

点，应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房地产投

资平稳增长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开

工面积平稳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对房

价未来预期比较稳定，这两方面支撑了

房地产投资目前的平稳态势。

具体来看，1-4月，东部地区房地产

开发投资 19043 亿元，同比增长 10.8%，

增速比1-3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

区投资7177 亿元，增长8.7%，增速提高

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7083亿元，

增长 18.4%，增速回落 0.5 个百分点；东

北地区投资915 亿元，增长10.6%，增速

回落11.2个百分点。

此外，统计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屋施工面积722569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8.8%，增速比 1-3 月提高 0.6 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358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8%，降幅比

1-3月扩大0.7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

款 1590 亿元，下降 33.5%，降幅扩大 6.5

个百分点。

刘爱华透露，从下一阶段来看，新

开工面积等指标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

态势对下阶段房地产投资具有支撑作

用。房地产投资代表着房地产市场的

供给，从整体房地产市场发展来看，要

按照中央提出的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

原则做好调控工作，做好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前4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减少，但

销售金额在增加。1-4月，商品房销售

面积4208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3%，降

幅比1-3月收窄0.6个百分点。商品房

销售额39141亿元，增长8.1%，增速提高

2.5个百分点。而截至4月末，商品房待

售面积 51380 万平方米，比 3 月末减少

266万平方米。

随着国内融资条件的日益宽松，房

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情况有所好

转。1-4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52466 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比1-3

月提高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8955

亿元，增长3.7%；利用外资34亿元，增长

1.0倍；自筹资金15687亿元，增长5.3%；

定金及预收款17249亿元，增长15.1%；个

人按揭贷款8031亿元，增长12.4%。

“支撑投资增速提升，最关键原因

是融资。”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资深分

析师李震表示，在去杠杆背景下，2018

年房企融资环境比较严峻。不过今年

以来，境内外宽松预期增强，这一形势

正在发生转变。一方面，今年房企的大

量债券即将到期，为了缓解债务到期压

力，企业的融资意愿普遍较强；另一方

面，今年多次降准，使银行间流动性相

对充裕，为房企融资提供了天然的窗口

期。数据显示，4 月房地产开发景气指

数为100.92，比3月提高0.14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表示，4月，各地进一步落实好因城

施策、一城一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

长效调控机制，房地产市场基本延续平

稳态势。

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两位数

的增长速度，新城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

欧阳捷表示，从数据上看，1-4月房企新

开工面积增长13.1%，增速比1-2月提高

7.1个百分点，推动了投资增长。此外，

去年的土地款延期支付可能也是投资

增速上升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房企购置土地

面积同比下降33.8%，降幅比1-3月扩大

0.7个百分点，这预示着未来的新开工面

积与投资都会继续下降，且4月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速仅比一季度小幅提高了0.1

个百分点，已经呈现了增长放缓趋势。

欧阳捷还指出，与投资和新开工面

积的两位数增长不相对应的是，商品房

销售额增长仅从2.5%回升至8.1%，结合

4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继续减少、

同比下降 9.4%，说明两点：一是库存短

缺，导致成交量难以持续爆发式增长；

二是虽然年初房地产开发投资超预期

增长，但主要来自补库存，后续投资必

然回落。因此，欧阳捷认为，此番小阳

春并不可持续。

业内人士表示，从近期各地土地成

交面积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数据来

看，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市场出现回暖

迹象。不过，在楼市调控的大背景下，

平稳运行依旧是楼市主基调。

房价未来预期比较稳定房价未来预期比较稳定

4 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略升，

一线城市楼市有所回暖。在业内人士

看来，信贷宽松、落户政策和入市动力

积蓄等因素成为本轮房价上涨的动

力。但在“房住不炒”的主旋律下，随着

一城一策的落实，房地产市场基本延续

平稳态势，楼市调控政策将继续稳定房

地产市场。

新房市场方面，4 月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为67个，比上月

增加两个，上涨城市数量回归历史较高

水平。此外，1个城市持平、2个城市下

跌。按城市划分来看，4 个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

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5%、0.3%、

1.1%和0.4%；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

扩大 0.2 个百分点；35 个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5%，涨幅

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二手房市场方面，4 月环比上涨城

市数量下滑为55个，比上月减少两个，

上涨城市平均涨幅为 0.74%，涨幅环比

扩大 0.13 个百分点。3 个城市持平、12

个城市下跌。其中，西宁房价涨幅最

大，涨了2%；呼和浩特、唐山和秦皇岛房

价都涨了1.5%，涨幅并列第二。分城市

来看，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 0.4%，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6%、0.5%和1.1%，广州下降0.4%；二线

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6%，涨幅

回落0.6个百分点；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上涨 0.6%，涨幅扩大 0.1 个百分

点。从具体城市来看，秦皇岛的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以 1.8%的环比涨幅领

涨70个大中城市，昆明、沈阳、西安、济

南等城市的环比涨幅也超过1%。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一二线城市房价增速幅度

是有所扩大的，三线城市幅度是有所收

窄的。对于这样一个市场分化来讲，大

城市现在相对来说市场回暖，三四线城

市经历了棚改政策调整以后，市场有所

降温，这个基本上符合预期。”

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看

来，出现4月房价继续上涨的原因主要

是信贷政策宽松、落户政策等多种因素

叠加所致。信贷宽松下，部分城市前期

跌幅大，购房者在市场炒作下怕“踏空”，

入市量提高后，价格开始出现上浮。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5月15日发布

的监测数据显示，4 月全国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5.48%，较前一个月下降8基

点，实现5连降。二套房方面，4月全国

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81%，较上月

回落8基点，已连续下降半年。

张波预测，2019 年楼市的松紧“微

调节”状况将持续存在，在因城施策的

大背景下楼市政策在不同城市的体现

方式会更为多样化，不但松紧方式不

同，松紧的力度也会有差异，市场极大

概率将趋于稳定。 来源：《中国建设报》

佛山佛山、、苏州苏州、、大连大连、、南宁南宁
遭住建部点名遭住建部点名

为何佛山、苏州、大连、南宁会被点

名？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认为，被预警城市都属于房价明显上涨

城市。

大连、南宁在 70 个大中城市的统

计范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4 月大连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0.7%，同比上涨 13.2%；二手房环比上

涨 0.8%，同比上涨 9.1%。南宁新建住

宅环比上涨 0.9%，同比上涨 11.5%；南

宁二手房环比上涨 1.4%，同比上涨

11.7%。

苏州、佛山虽然不在 70 个大中城

市的统计范围内，但是苏州在这一轮

的土地回暖中打响了头炮，并制造了

地王项目，不可谓不引人关注。张波

表示，这几个城市不但房价上涨明显，

土地市场的热度亦表现为溢价率环比

提升明显。

4 月 29 日 ，苏 州 园 区 苏 园 土 挂

(2019)02号地块拍卖结果出炉，中海地

产以35.6亿元的总价竞得该地块，楼面

价为30287元平方米，创造了苏州园区

的地价新高。而此前，吴中区太湖新城

板块和尹山湖板块也诞生了新的地王

项目。

苏州楼市也在升温。据克而瑞数

据统计，2019年1-4月苏州市区商品住

宅成交面积为274万平方米，同比2018

年同期增长了38%。成交均价21279元

平方米，同比 2018 年同期上涨 9%。

2019年1-4月苏州楼市成交整体呈现

同比“量价齐升”的局势。

而佛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受广

州、深圳城市需求外溢的影响，在这一

轮的地市回温中，也较为醒目。诸如3

月 26 日，经过两个多小时竞拍，举牌

171轮，中海地产以18.5亿元总价、3.06

万平方米商业配建以及2.1万平方米的

自持租赁拿下佛山北滘新城一宗地

块。4 月 22 日，历经 2 小时激战，时代

中国以31亿元、7.1万平方米的自持摘

下佛山金沙洲里水商住地块。而去年

四季度，佛山地市还处于震荡调整中，

底价成交、撤牌、推迟与流拍的现象不

断发生。

中央监管中央监管++地方调控地方调控
稳定房地产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央监管与指导，地方实施调控措

施，成为此轮调控的最大亮点。

以苏州为例，在住建部点名的同

时，地方政府也关注到了地市的升温，

并祭出调控的两连杀。

5 月 11 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房地产市

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补充意见》，宣

布在苏州工业园区全域、苏州高新区部

分重点区域，新房限售3年；苏州工业

园区全域二手房，限售5年。同时还对

土地出让报价规则进行调整，将土地出

让报价条件从定值调整为区间设置。

5月16日，苏州再出新政，将工业园区

新购住房学位政策由5年调整为9年，

这意味着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只允许

使用一次学区资源，即使子女读完小

学、学区也不允许通过房屋买卖的方

式转给别人。这让炒作学区房变得意

义不大。

在张大伟看来，未来房地产调控将

以地方主导、中央指导为主，不排除有

部分城市政策调整，但地方主体责任要

求房地产市场平稳的大原则不变。

这些城市的房价地价也在涨这些城市的房价地价也在涨

新京报记者发现，此次住建部点名

的四个城市，分别是位于我国东部的苏

州、南部的佛山、西部的南宁和北部的

大连，监管层似有敲山震虎之意。事实

上，除了苏州和佛山的土地市场表现较

为突出外，大连和南宁的房价上涨在

70城市中并不是最靠前。

在4月70城房价指数中，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有 67

个，不涨的仅有 3 个。而 3 月、2 月份，

这一数据是65个、57个。环比涨幅居

首的城市是秦皇岛，达 1.8%，重庆、昆

明的涨幅是 1.2%，西安是 1.1%，杭州、

济南、武汉是1.%。

二手房价方面，环比涨幅最高的是

西宁，为2%，太原、厦门等城市二手房

价涨幅为1.2%、1.3%。

在土地市场方面，部分城市回暖明

显，出现房企抢地现象，诸如长三角的

杭州、南京、宁波、合肥，粤港澳的广州、

福州等，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等，北方

地区的天津与济南等，多轮举牌、高溢

价拿地等频现。

这背后除了房企资金面短时间充

裕、积极拿地补仓外，还有与三四线市

场退热，房企将重心转移至二线城市

有关。

2018 年 底 以 来 ，中 央 多 次 强 调

2019年要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

目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

在此政策基调下，部分热点房价、

地价的异动，必然会引起注意。张大伟

表示，未来住建部的约谈、预警将依然

影响地方房地产调控，包括 2018 年的

多轮多城市房地产巡查在2019年将依

然常态化。 来源：《新京报》

当楼市小阳春来临，不少城市土地市场升温之
时，市场上关于政策松绑、房价开始大幅上涨的声音
再次出现。不过，对于“热起来”的城市，中央并未坐
视不理，而是亮起监管大棒，进行预警提示。

5月18日，据新华社报道，为进一步落实房地产
市场调控城市主体责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4月19
日对6个城市进行预警提示的基础上，又对近3个月
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的佛

山、苏州、大连、南宁4个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
这距离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70个大中城市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仅过了两天。而上一次
的预警也是在统计局发布3月数据之后。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表示，住
建部对4城的预警体现出中央对于2019年“三稳”
的目标毫不动摇，对于各城市楼市稳定的要求决不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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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找中介 先查信用等级

中介靠谱吗？一直以来，这都是不少租房购房者

的一个疑问。

近日，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和广州市房地产

中介协会联合发布了《2018 年广州市房地产中介行

业信用白皮书》（简称《白皮书》）。《白皮书》不但对全

市3099家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和43953名房地产中

介经纪人进行了信用评分。值得注意的是，有2家房

地产中介机构的信用等级被评为“预警”，另有12家

房地产中介机构被拉入“失信”黑名单。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未来，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

中心与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还将完善消费者对中

介经纪人的评级信息功能，也就是说，以后找房产中

介，也能像通过“大众点评”找美食那么方便。

据悉，目前，信用档案的信用信息主要是来自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市场巡查、行政处理等信息，以及

协会开展行业自律管理时收集到的信息，还缺少消费

者对中介服务的评价信息，以及企业对从业人员职业

操守和执业行为的评价信息。未来，广州市房屋交易

监管中心与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将围绕这两方面，

进一步健全完善中介信用体系，让全社会共同参与信

用评价，更广泛深入地使用信用档案，充分发挥信用

管理的作用，形成诚信中介、优质中介越做越强，失信

中介、不良中介被市场淘汰的良性循环，共同推进广

州市房地产中介市场和中介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来源：《广州日报》

四部委：因地制宜

加大公租房发展力度

财政部网站21日消息，住建部、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发

展公租房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将

规范发展公租房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既尽力而为

又量力而行，在国家统一政策目标指导下，因地制宜

加大公租房发展力度。

意见提出要分类合理确定准入门槛。针对不同

困难群体，合理设置相应准入条件，采取适当的保障

方式和保障标准，统筹做好城镇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和新市民的公租房保障工作，加大对符

合条件新市民的保障力度。

此外，在继续做好公租房实物保障工作的同时，

积极发展公租房租赁补贴，满足困难群众多样化的居

住需求。

意见还对加强公租房建设运营管理做出规定，明

确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推广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

理服务，吸引企业和其他机构参与公租房运营管理。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意见还要求落实土地、资金、税费等各项支持政

策。在用地供应方面，新建公租房的地方，要依据公

租房发展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科学编制土地供应计

划，公租房用地应保尽保。储备土地和收回使用权的

国有土地，优先安排保障性住房建设。在税费减免政

策方面，对公租房建设筹集、经营管理所涉及的土地

使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等，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政府性基

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按规定落实优惠政策。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住建部开展质量检查

保障性住房是重点

5月20日，住建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全国

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的通知。通

知指出，此次检查分为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建

筑节能两个方面。

具体来看，在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方面，其

检查范围为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除

外），每省（自治区）抽查1个省会（首府）城市或地级

市及其 1 个下辖县（市），直辖市抽查 2～3 个市辖区

（县）。主要检查省、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相关管理工作，抽查5个建

筑工程（其中住宅工程4个、公共建筑工程1个）、4个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其中，住宅工程以安置住房和保

障性住房为重点。

而在建筑节能方面，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

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新疆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安排在5月第一

批检查。

来源：《证券日报》

南益地产：举办中国交响音乐盛典

唤醒百年塘沽情

时报讯（记者 孙薇）千秋海河，见证今昔变迁；百

年塘沽，承载岁月日常。

2019年5月25日15：30，南益地产将在滨海新区

洲际酒店以一场绚丽璀璨的中国交响音乐盛典唤醒

新区人的百年塘沽记忆。

所了解，该音乐盛会以“此刻，吾心归”为主题，演

出邀请了中国标杆职业乐团——中国交响，在滨海新

区献上全国首例互动交响音乐，为滨海新区带来一段

交响乐的极致体验！中国交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们，

将中外名曲融入本次音乐会往来皆不凡、此刻吾心

归、远见筑梦成三个主题篇章中，让滨海聆听不同凡

响的交响乐饕餮盛宴。

同时，现场还将演出英国达人秀复刻节目——水

滴拾光，极致演绎光影芭蕾魅力。

■行业简讯

住建部住建部11个月内预警十城个月内预警十城
哪些城市会因哪些城市会因““涨涨””声被点名声被点名？？

4 月楼市符合预期
基本延续平稳态势

权威发布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及70个大中城市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表示，总的来看，4月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增加；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础仍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适时适度实施逆

周期调节，不断加大“六稳”政策落实力度，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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