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楼市出现三大特点

热点城市面临“微收紧”

据58同城、安居客发布的6月《国民

安居指数报告》显示，全国67个重点监测

城市新房平均价16416元/㎡，环比上涨

0.38%，其中41城新房房价环比上涨；67

城二手房挂牌均价15253元/㎡，环比上

涨 0.34%，其中 45 城二手房挂牌房价环

比上涨。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总体呈现出

平稳基础上的微涨。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

波指出，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

了分化延续、热点恒热、调控持续三大特

点。首先，一线城市在严格调控的背景

下，土地市场和一二手房市场均呈现出

量升价平态势；二线城市市场热度提升

过快，引发了调控从紧政策出台；三四五

线城市房价虽保持上升，但土地市场及

二手房交易整体热度有所回落。

其次，杭州、合肥、苏州、宁波、武汉、

郑州、东莞等二线城市成为热点，调控政

策对房价上升有一定遏制作用，但并未

改变房企拿地热情，这些城市下半年依

然是热点。

同时，上半年调控呈现出“双边多

点”效应，“双边”即在因城施策下，热点

城市政策总体从紧，而存在房价下跌风

险的城市会出台“托市”政策；“多点”体

现在调控不仅针对房价，还针对地价、限

售、限购、公积金等多维度，这一趋势也

将在下半年延续。

张波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在因城施

策的调控思路下，房地产市场正在进入

新一轮调整周期，调控的松紧变换在二

线城市的体现更为明显。从上半年市场

来看，市场热度较高的城市，尤其是二线

城市未来加码空间更大，上半年房价持

续上涨幅度较高、土地市场较热的城市，

未来都将面临“微收紧”。

房企迎来严监管

下半年楼市将出现“三大调控”

资金是房企发展的命脉，今年上半

年，受整体市场流动性放松影响，房企

“融资难”得到缓解，融资成本有效降

低。同时，受一二线购房者入市步伐加

快影响，房企拿地积极性明显提升，加大

了对融资的需求。张波认为，在上述背

景下，银保监会重申对房企的融资限制，

属于楼市调适度从紧，如果房企持续在

土地市场的表现过为激进，则有可能面

临更为严格的资金监管。

随着一二线城市土地热度提升，一

些城市虽然成交规模同比减少，但楼面

价有所提升。根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的监测数据，今年一季度，苏州市区3场

土拍的平均楼面价超过了 1.4 万元/㎡，

平均溢价率则突破了19%；今年3月，合

肥6宗地块成交总价124.5亿元，平均溢

价率高达108.7%，刷新纪录。张波认为，

下半年热点城市土地市场大概率会保持

较高热度，不过，由于调控政策的存在，

土地溢价率将得到有效控制。

基于相关数据，张波对2019年下半

年房地产市场趋势进行了预测：下半年

房地产市场将依然处于“换挡期”，在

“稳”字当先的大环境下，呈现出政策调

控、城市热度、市场心态的“三大换挡”。

第一，政策调控换挡将体现为从全

国严控，到“因城施策”、“因区施策”，调

控的抓手将从房价层面向土地、限购、金

融等维度纵深化落实。第二，在城市换

挡上，一二线城市仍将保持一定热度，三

四五线城市将呈现”换挡“，城市之间的

热度将开始出现分化。第三，在市场心

态换挡上，用户对后市看平的心态已占

据主流。因此，下半年不会出现单边市

场热度持续上扬的格局，整体稳定、小幅

波动将是主流趋势。 来源：《经济日报》

银保监会关注房地产信托业务增

速过快、增量过大

7月6日，有媒体报道称，银保监会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针对近期部分房

地产信托业务增速过快、增量过大的信

托公司，存在一定合规问题和风险隐

患，银保监会开展了约谈警示。

在一些信托人士看来，这也是继5

月 17 日银保监会发布 23 号文之后，在

房地产信托领域进行的又一监管举措。

据悉，23号文要求信托机构不得直

接或变相为房地产企业拿地提供融资，

直接或变相为房地产企业发放流动资

金贷款等。

而5月底，传言多家房企被列入包

括债券以及 ABS 产品在内的暂停名

单。后来虽被证实消息不实，不过，房

地产信托收紧在23号文的作用下已在

所难免。

近日，银保监会对被约谈的信托公

司提出五方面要求，其中包括严格执行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现行房地产信

托监管要求，提高风险管控水平以及控

制业务增速。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表示，6月份，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

高达46次，在所有政策里，24次中央及

部委相关房地产调控的表述中，银保监

会则占多次。不过，规范信托融资是一

个趋势，不可能一刀切，所以直接影响

不能说很大。

据张大伟介绍，信托资金宽松是导

致2019年二季度土地市场活跃的主要

原因之一，表现为信托资金投向房地产

比例扩大，新增信托资金逐渐向房地产

集中。

6 月房地产信托融资规模增速

乏力

事实上，随着房地产信托监管增

强，房地产信托融资规模增速已出现乏

力，房地产信托“降温”已有所显现。

用益信托的研报显示，今年3月，房

地产信托达到募集规模巅峰，4月、5月、6

月总体增长乏力。其中，6月房地产信托

成立了470只，成立规模622.87亿元，相

较于5月分别下降4.8%、10.72%。与此

同时，信托公司也提高了融资门槛，向头

部房企和一二线城市优质项目集中。

华泰证券也认为，5至6月，随着融

资环境收紧，ABS同比下滑19%；集合信

托发行增速由1至4月的17%收窄至7%。

信托规模增速趋于平缓的同时，成

本也有所回升。据华泰证券分析人士

称，5月房地产类集合信托平均收益为

8.25%，同比上升 34 个百分点；6 月为

8.29%，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

虽然信托融资占房地产开发融资

资金来源比例不高，但依然是房地产企

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张大伟认为，

对房地产信托监管政策的加码，在一定

程度上也会影响房企的融资。

对此，华泰证券预期，在23号文出

台后，房地产类信托监管将进一步升

级，未来规模将继续承压。

用益信托也认为，房地产信托受监

管影响，规模收缩难以避免，且产品收

益率下行的可能性加大。

此外，也有信托人士认为，从房地

产融资到投资存在约6个月的滞后，因

而从二季度开始融资收紧可能在下半

年体现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上。

值得关注的是，在房企融资路径越

走越窄的同时，7月房企的到期债务有

增无减。克而瑞信息显示，6月房企有

17笔发债到期，金额共计310.2亿元，而

7月房企将有26笔债券到期，金额共计

536.99亿元。

对此，张大伟称，在房地产融资预

期收紧的背景下，房企在境外等其他渠

道的融资规模正在增加。同时，下半

年，受融资的影响土地市场很可能会有

降温退烧的表现。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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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发出倡议

不发布假房源 不哄抬租金

北京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昨天向全市的房

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发

出倡议书，倡议中介机构不发布虚假房源信息、不

哄抬租金、规范“租金贷”等金融产品等。

记者看到，倡议书总共提出了十大承诺：不发

布虚假房源信息，不垄断房源，不哄抬租金，不扰

乱住房租赁市场秩序，保持租赁经营房源出租价

格稳定；不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房屋租赁服

务，积极举报房屋租赁活动中“涉黑涉恶”犯罪行

为，反对“二房东”、非法机构从事房屋租赁业务；

严格按要求规范“租金贷”等金融产品使用，确保

承租人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诱导、强制或者通

过霸王条款变相强制承租人使用住房租赁贷款；

不打隔断出租，不按床位变相分割出租，严格遵守

我市人均租住面积和每间租住人数的规定；不将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空间出租供人

居住；采用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房屋租赁合同等

示范文本签订书面合同，不随意更改合同条款、不

增加霸王条款、不设置合同陷阱；认真查验承租人

的身份，登记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

不为保障性住房、擅自改变用途的房屋、小产权

房、违章建筑等法律法规禁止出租的房屋提供租

赁服务；住房租赁服务收费明码标价，不在标价和

公示的收费之外加价，不另行收取未予标明的费

用；协助租赁双方当事人规范履行房屋租赁合同，

按照要求进行租赁合同备案，按照约定支付划转

租金、押金，不克扣租金、押金。

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住房租赁关系百

姓民生，更是广大应届毕业大学生进入社会的初

体验。今年以来，市住建委多措并举规范发展租

赁市场，当前市场秩序总体良好，租金价格基本平

稳。行业协会的倡议与龙头企业的承诺和优惠举

措，符合政府管理要求，切合市场需求，有助于吸

引和留住人才。 来源：《北京晚报》

北京市新版租房合同发布
明确禁止违法群租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新版《北京市住房

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以及配套使用的《北京市房

屋出租经纪服务合同》和《北京市房屋承租经纪服

务合同》示范文本，7月8日起正式发布实施。

【租金】合同中明确规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协

商一致，出租人不得在租赁期限内单方面提高租

金。合同提前解除的，出租人应在合同解除后约

定日期内退还已收但尚未发生的租金。承租人应

当在合同解除后约定时间内搬离。

【续租】新版合同的说明中明确，租赁期满，出

租人不再继续出租住房的，应当至少提前30日书

面通知承租人；继续出租的，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

享有优先承租权（原承租人存在重大违约行为的

除外）。

【合租】新版住房租赁合同还增加了禁止违法

群租的相关要求。《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北京市

房屋出租经纪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均在说明中强

调，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出租房屋人

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

数不得超过2人等有关禁止违法群租的内容。

来源：《新京报》

广州发布租赁新规
开发商自持公寓或难套现

日前，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关于规范新增租赁住房有关

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

出：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一次性

收取租金的不宜超过一年。租金收取鼓励押一付

一，押金最高不超过月租金三倍。

长租公寓通常一签就是 3~8 年，是否会因此

“凉凉”呢？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金娜分析

认为，适用该通知的三种租赁住房为自持租赁住

房、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租赁住房、经规划和

自然资源部门批准新建或改造的租赁住房，其余

出租住房都不受该通知的制约。开发商自持长租

公寓套现或有难度。不过，“不宜”在法律上的理

解是“不提倡，但并不禁止”。

地产人士分析认为，开发商自持长租公寓，因

为不能进行分拆销售，沉淀资金较大和时间较长，

一些开发商都希望通过“以租代售”签长租约，回

收部分资金。但是这个《通知》已“封杀”了开发商

可以钻的空子。

据了解，该通知的第四条款约定：地块所建自

持租赁住房应当整体办理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

记部门应在其不动产权证和登记簿上注记用途为

“自持租赁住房”，载明“不得分割、销售、转让及拆

分抵押。房地产开发企业发生合并重组、股权转

让等特殊情形的，自持租赁住房应整体转让，转让

后自持租赁住房性质不变”。

通知的第 11 和第 12 条款则约束了开发商自

持长租住房的出租和宣传。第11条款约定：住房

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一次性收取租金

的不宜超过一年。租金收取鼓励押一付一，押金

最高不超过月租金三倍。

第12条款约定：宣传推广及运营租赁住房项

目时，不得诱导、强迫、引导承租人参与任何有金

融风险的行为，不得出现“投资”“升值”“名校”“首

付”“月供”“不限购”“不限贷”等涉嫌误导、欺骗和

虚假宣传字样。第13条款则约定：本通知自印发

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来源：《广州日报》

房地产信托降速控量 下半年房企融资压力再加码？

2019下半年楼市预测：

“稳”字当先“三大换挡””并行并行
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以“小阳春”“土拍热”“止跌令”等热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58同城、安居客对上半年楼市进行分析总结，并预测下半年市场走势，为房产交易服务提供有益
参考。在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看来，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分化延
续、热点恒热、调控持续三大特点，而下半年楼市将以“稳”字当先，出现政策调控、城市热度、市
场心态“三大换挡”，房地产市场将朝着整体稳定、小幅波动方向发展。

继今年5月17日的23号文出台之后，对房地产信托的监管仍在加码。从5月、6月市场表现来看，房地产信托规模增长乏力。对此，机构预期，房地产信
托规模收缩在所难免，信托收紧的影响将在下半年体现在房地产市场上。

据悉，今年以来，新增信托资金开始向房地产集中倾斜，而宽松的信托资金成为推动土地市场活跃的因素之一，进而引发主管部门的监管。在房地产资金
面预期收紧、下半年房企的偿债金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压力仍然不小。

■租赁简讯

滨海楼市下半场开赛 一大波纯新盘即将“进场”

转眼间，2019 年“上半年”已经结

束。各大房企也在上半年结束的最后一

周交了上了一个完美的答卷。而下半

年，又有一大波纯新盘正在“进场”。究

竟滨海新区有哪些纯新盘值得期待呢？

不妨跟着记者一起来看看吧。

■旭辉公元大道

开发商：天津市恒业天成有限公司

地址：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玉

林道以北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

建筑类别：板楼、小高层、高层

项目简介：旭辉公元大道是旭辉公

元系津门第二子，位于滨海新区中新天

津生态城，北靠贝壳堤湿地，东临渤海

岸，拥揽丰厚自然禀赋；紧邻中央大道，

纯三居住区，围合式中央景观，匠心精益

传承。项目规划为小高层产品，户型建

筑面积约为100-125㎡纯三居，目前处于

会员登记阶段。

■皓景湾

开发商：天津和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地址：滨海新区塘沽湾海河南路与

海华路交叉口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

建筑类别：板楼、多层、小高层、高层

项目简介：皓景湾为中骏、旭辉联袂

开发，为塘沽湾不同而来。现以共同的

时代格局、战略眼光，撬动塘沽湾地块势

能，敬献无二海河资产。地块由 2 栋高

层、3栋小高、8栋洋房，共13栋住宅以及

一栋商业配套组成。项目容积率小于

1.5，绿地率大于40%。项目依海河而建，

优质的海河资源景观带为皓景湾增加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非常适宜人居。预计

均价12000元/平米。

■景瑞旭辉塘沽湾陆号

开发商：天津和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地址：滨海新区塘沽湾国兴路与津

越道交口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花园洋房、

商业

建筑类别：板楼、低层、多层、小高层

项目简介：旭辉景瑞塘沽湾陆号，

由旭辉集团及景瑞地产两家国内一线

开发商品牌倾力打造，依托海河一线景

观，塘沽湾优越地理位置及发展前景，

打造纯正低密洋房品质社区。以新古

典红砖风格为特色唤醒津门人对小洋

楼的记忆。景瑞塘沽湾陆号临近塘沽

外滩金街，响螺湾、于家堡，项目主打

80-130㎡洋房产品，满足不同客户需

求。预计7月开盘。

■友谊华府

开发商：天津一商集团

地址：滨海新区汉沽三经路与三纬

路交口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商业

建筑类别：板楼、小高层、高层

项目简介：友谊华府系出一商集团，

位于汉沽地区繁华的一商友谊商圈，是

一商友谊广场城市综合体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一商集团打造的友谊华府为品质

纯居低密社区，在汉沽城央打造建筑面

积约 83-132㎡全能、全龄、全维户型产

品。项目规划6栋小高层，其中2栋11层

到顶、4 栋 18 层到顶，户型建筑面积约

83-132平米。目前位于一商友谊广场1

层的外展现已开放，售楼处即将开放。

■东风路十五栋

开发商：天津津汉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滨海新区汉沽东风南路与人

民街交口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花园洋房、

联排

建筑类别：板楼、低层、多层、小高层

项目简介：东风路十五栋项目坐落

在滨海新区汉沽河东区域，地处其繁华

商圈，新开路与东风路双黄金轴线之

上。所处商圈配套发达、教育资源丰富、

居家交通便利。项目的产品设计包括：

观景高层、花园洋房、中央别墅区等业

态。项目规划有高层、洋房、别墅产品，

其中高层 14、18、24 层到顶，洋房 8 层到

顶、别墅3层到顶。

时报记者 孙薇

■行业简讯 ■楼市信息

6月百城住宅均价：
同比上涨3.87%

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

数对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

数据，2019 年 6 月，全国 100 个城市（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4891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 0.37％，涨幅较上月扩大 0.13

个百分点。同比来看，全国 100 个城市

（新 建）住 宅 均 价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3.87％，涨幅较上月收窄0.11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

指数对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

查数据，2019年6月，全国100个城市（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4891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 0.37％，涨幅较上月扩大 0.13

个百分点。同比来看，全国 100 个城市

（新 建）住 宅 均 价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3.87％，涨幅较上月收窄0.11个百分点。

从涨跌城市个数看，65个城市环比

上涨，32个城市环比下跌，3个城市与上

月持平。与上月相比，本月价格环比上

涨的城市数量减少2个，其中涨幅在1％

以上的城市有21个，较上月增加9个；本

月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数量增加 2 个，

其中跌幅在1％以上的城市有1个，较上

月减少1个。

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

均价为 26965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0.38％，涨幅较上月扩大 0.30 个百分

点。十大城市主城区二手住宅样本平均

价格为 38688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0.32％。

时报记者 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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