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0.3% 跌幅继续收窄

具体来看，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

况方面，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45920亿元，同比下降0.3%，降幅比1-4月

份收窄3.0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33765

亿元，同比持平，1-4月份为下降2.8%。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认为，1-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速跌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收窄，进一步说

明开发投资数据走出低谷，逐渐复苏。从

近期稳投资的角度看，实际上开发投资数

据会比较快地转正，或者说到6月份即上

半年结束的时候，房地产开发投资完全可

以由负转正，进一步体现了房地产开发投

资的韧劲，同时对于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和

促进地方稳投资工作有着积极作用。

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来

看，1-5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

面积475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1%，降幅

比1-4月份收窄3.9个百分点；土地成交

价款2429亿元，增长7.1%，增速提高0.2个

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方面，

1-5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62654

亿元，同比下降6.1%，降幅比1-4月份收

窄4.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10703亿

元，下降 0.5%；利用外资 34 亿元，增长

15.3%；自筹资金20106亿元，下降0.8%；定

金及预收款19479亿元，下降13.0%；个人

按揭贷款10154亿元，下降0.9%。在房地

产开发景气指数方面，5月份房地产开发

景气指数为99.35，比4月份提高0.49点。

严跃进表示，土地购置数据继续保持

负增长的态势，但跌幅在明显收窄。近期

全国很多城市都在密集供地，实际上从地

方财政的角度看，积极供地来稳定土地投

资、带动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各地的一个基

本思路，所以实际上拿地机会也在增大。

商品房销售降幅持续收窄
单月销售创年内新高

商品房销售方面，尽管与去年同期相

比仍处于负区间，但降幅呈现继续收窄的

态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商品房单月

销售情况看，创下年内新高。与上月相

比，出现两成以上的增幅。与 2019 年同

期相比，也呈现正增长的态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5月份，商

品房销售面积4870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2.3%，降幅比 1-4 月份收窄 7.0 个百分

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1.8%，办

公楼销售面积下降26.7%，商业营业用房

销售面积下降 21.7%。商品房销售额

46269亿元，下降10.6%，降幅比1-4月份

收窄8.0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

降 8.4%，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35.3%，商业

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26.6%。

从商品房单月销售情况来看，商品房

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均创今年以来新高。

根据2020年以来的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拆

后测算，5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 14730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22.80%。商品房销

售额为14406亿元，环比上涨25.29%。从

同比情况来看，2020年5月份商品房销售

面积相比2019年同期上涨9.66%，销售额

相比2019年同期上涨14.04%。

严跃进分析认为，前五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数据跌幅快速收窄，与5月份各

地楼市交易较好的态势有关。项目推盘、

按揭贷款发放、购房需求释放等推动交易

上升的三个驱动力近期表现都不错。虽

然近期各地楼市刺激政策似乎不多，但实

际上楼市交易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动力，

这也进一步说明今年房地产交易状况不

错。如果后续有住房消费政策的进一步刺

激，那么此类数据仍存在继续反弹的可能。

库存方面，5 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51771万平方米，比4月末减少483万平方

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减少436万平方

米，办公楼待售面积减少21万平方米，商

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减少24万平方米。

根据易居研究院测算，1-5月全国商

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速为1.7%。在连续

35个月同比下跌的情况下，今年2月份库

存数据首次由负转正，3-5月份数据显示

其依然位于同比正增长区间。

57城新房价格环涨
各线城市涨幅略有扩大

此外，从国家统计局同日公布的《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来看，5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略有

上涨，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涨幅均略有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4个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其

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5%、0.8%、0.3%和0.6%。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1.1%，涨幅与上月相同。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1.8%、0.6%、0.4%和1.6%。31个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

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与上月相

同。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0.7% 和

0.3%，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继续

增加，这也说明各地楼市的走向基本一

致。严跃进表示，5月份各地楼市交易表

现超乎预期，尤其是部分大城市楼市交易

较好，多少会影响市场预期。另外，随着

各地预售证政策明显放松，高端项目入市

自然也会影响房价的结构。从房价环比

上涨的城市名单看，银川的房价环比涨幅

相对较大，此类城市实际上处于一个补涨

阶段。而从房价下跌的城市看，海口、三亚

和北海等城市跌幅相对较大，这也说明投

资投机需求进一步被剔除，类似城市房价

降温进一步说明“房住不炒”导向的落实。

二手住宅方面，5月份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1个，上涨城市数量

相比上月增加4 个。其中，北京（1.8%）、

深圳（1.6%）涨幅居前；7 个城市持平（哈

尔滨、济南、长沙、重庆、吉林、金华、襄

阳）；22个城市下跌，下跌城市数量与上月

相比减少了4个。其中，牡丹江（-1.5%）、

太原（-0.9%）、三亚（-0.8%）跌幅最大。

一手房市场交易的回暖，也对二手房

市场交易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从数据上

看，二手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数量也呈现

增加的态势。从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名

单看，北京属于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事

实上，北京西城区此前出台学区房新政

后，出现了加快交易的现象，这使得相关

二手房的价格出现局部反弹的情况。从

后续房价管控的思路看，严跃进建议对近

期的各类政策出台积极评估影响，尤其是

要防范恐慌性签约的现象。对于中介等

机构的营销行为予以积极管控，防范价格

炒作。同时，要积极建立二手房价格监管

体系，促进房价的稳定健康运行。

来源：中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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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滨海融媒体中心 联合主办

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
55月各线城市逐渐回暖月各线城市逐渐回暖

天津：老城改造、新城开发和
居住区建设必须配建幼儿园

住建部开展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
重点从涉黑涉恶案件入手 聚焦恶意竞标、强揽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贪污腐败等突出问题

▇ 行业简讯随着市场交易的进一步回暖随着市场交易的进一步回暖，，55月份各线城市房价涨幅略有扩大月份各线城市房价涨幅略有扩大，，多项房地产多项房地产

指标跌幅也在持续收窄指标跌幅也在持续收窄。。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66月月1515日公布的日公布的《《20202020年年11--5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

况况》》显示显示，，11--55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592045920亿元亿元，，同比下降同比下降00..33%%，，降幅比降幅比11--44月月

份收窄份收窄33..00个百分点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4870348703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同比下降同比下降1212..33%%，，降幅比降幅比11--44月份收窄月份收窄77..00个个

百分点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商品房销售额4626946269亿元亿元，，下降下降1010..66%%，，降幅比降幅比11--44月份收窄月份收窄88..00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房价方面房价方面，，国家统计局同日公布的国家统计局同日公布的《《70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显示，，55月份月份70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有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有5757个个，，环比下跌的城市有环比下跌的城市有1111个个，，22个城市环比持个城市环比持

平平。。上个月这一数字分别为上个月这一数字分别为5050个个、、1111个和个和99个个。。二手住宅方面二手住宅方面，，环比上涨的城市有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141个个，，环比下跌环比下跌

的城市有的城市有2222个个，，77个城市持平个城市持平。。上个月这一数字分别为上个月这一数字分别为3737个个、、2626个和个和77个个。。

整体上看整体上看，，房地产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回暖态势房地产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回暖态势，，投资投资、、销售数据跌幅都在收窄销售数据跌幅都在收窄。。随着房企资金随着房企资金

面的变化面的变化，，企业顾虑有所减少企业顾虑有所减少，，拿地热情进一步上升拿地热情进一步上升。。同时同时，，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和二手住宅销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指数也都出现环比扩大的趋势售价格指数也都出现环比扩大的趋势。。

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天津市

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提出，老城区（棚户区）改造、新城开

发和居住区建设必须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并按照相关标

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办法》提出，各区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资

源、住房和城乡建设、政务服务、教育、发展改革

等部门，健全联动管理机制，按职责做好小区配

套幼儿园规划、用地审批、园舍设计建设、验收、

移交、开办等环节的监督管理，确保小区配套幼

儿园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规划、同步设

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办法》强调，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

求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市规划资源部门不予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未获得建设工程规

划验收合格证的，一律不受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申请。小区配套幼儿园应与首期建设的居

民住宅区同步验收。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

建、停建、不建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办

理竣工验收。

另外，《办法》还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由所

在地区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建成公办园或委托办

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幼儿园。

来源：人民网

全国住房公积金2019年
年度报告发布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联合发布《全国住房公积金2019年年度报

告》（以下简称《年报》），披露了2019年全国住房

公积金运行情况。

《年报》显示，全国住房公积金各项业务运行

平稳。2019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 23709.67 亿

元；全年住房公积金提取人数5648.56万人，提取

额 16281.78 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86.04 万

笔，发放金额12139.06亿元。

《年报》数据表明，住房公积金行业积极服务

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缴存职工占比持续

提高，服务缴存对象中非公有制经济缴存职工占

比近半。2019 年，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职工数

量持续增长，全年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322.40万

个，实缴职工 14881.38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10.57%和3.08%。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中，

城镇私营企业、其他城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非公有制经济缴存职工占比

49.04%，比上年增加1.93个百分点。新开户职工

中，非公经济缴存职工占比达73.97%，比上年增

加1.05个百分点。

2019 年，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职工群体进

一步扩大，支持租赁住房消费力度加大。全年共

发 放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286.04 万 笔 ，提 取 人 数

5648.56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13.25%、8.72%。

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人数占实缴职工人数接

近40%。支持1013.82万人住房租赁提取住房公

积金937.83亿元，支持人数比上年增长32.28%。

从满足职工住房需求方面看，住房公积金贷

款重点支持了职工基本住房需求，努力减轻职工

住房贷款利息负担。2019年发放的个人住房贷

款中，首套住房贷款占86.96%。2019年，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比同期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基准利率低1.65-2个百分点，偿还期内可

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支出2617.14亿元，平均每

笔贷款可节约利息支出9.13万元。

来源：《中国建设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17日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6月

开始，聚焦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转包、

违法分包、贪污腐败等突出问题，开展

为期4个月的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

通知指出，整治重点包括：招标人

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不合理的条件，限

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或招标人以

任何方式规避招标；投标人相互串通

投标或者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串

通投标，或者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招标

代理机构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

手段谋取中标；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

标，挂靠、借用资质投标或者以其他方

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投标人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

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胁迫中标人放弃

中标，强揽工程；投标人恶意举报投诉

中标人或其他潜在投标人，干扰招标投

标正常秩序；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

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

给他人，以及将中标项目违法分包给他

人；党政机关、行业协（学）会等单位领

导干部或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干预招标投标活动。

通知强调，地方各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加强对群众举报内容的梳理、研判和

反馈。要把“监察、司法、检察建议和

公安提示函”作为专项整治的切入口，

重点从本地区破获的涉黑涉恶案件入

手，深入剖析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原因，

及时发现前端治理中的问题。

另外，要建立长效机制。地方各

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坚持边

打边治边建，研究梳理涉黑涉恶和乱

象问题所暴露出的行业隐患和监管漏

洞，及时健全完善行业监管制度，切实

巩固整治成果。

据悉，专项整治分3个阶段推进。

其中，通知要求，7月—8月，各省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各市、县

（区）对正在开展招标投标活动的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进行调

查摸底，及时发现工程招标投标活动

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乱象问题线

索，建立工作台账，加强分析研判，对

确实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和

整治，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整顿治

理行业乱象，对行业领域中涉黑涉恶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有效震慑。

来源：住建部官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工作部署，

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

规﹝2019﹞11 号）有关要求，加强对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

动的监督管理，排查整治突出问题，

深入推动“行业清源”，决定开展工

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聚焦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

恶意竞标、强揽工程、转包、违法分包、

贪污腐败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强化源头治理，构建长效常治的制度

机制，营造良好的建筑市场秩序，促进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整治重点

（一）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设置不

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

人，或招标人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或者

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

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三）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挂

靠、借用资质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

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投标人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

潜在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胁迫中标人

放弃中标，强揽工程。 待续

警惕新型炒房
严查贷款“忽悠链”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部分地产微博大

V 和中介公司、小贷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一

个缜密的“贷款利益链条”：抵押—中介垫资—付

全款借壳办理经营贷—还垫资—拿到房本还

贷款—再拿新房本抵押，部分购房者因房屋被

抵押而无法入住。

网民“浣熊找丫丫”表示，“房住不炒”的底线

不能破，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的违规炒房行为，

都应严格查处，严肃处理。当前有部分个人和机

构“借房生财”，以规范或者不规范的操作在房地

产市场牟利，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型的炒房

行为，值得警惕。

网民“余寒”表示，房地产大V、中介、贷款公

司等联合“围猎”购房者，哪怕整个操作流程并不

违规，也都是在加剧投机炒房。因此，像深圳这

样的热点地区，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堵住漏

洞，避免出现企业贷流向房地产市场等现象。对

炒房“忽悠链”涉及的违法违规环节，还要加大查

处力度。

炒房现象愈演愈烈，资本往往起到推波助澜

作用。网民“浩俊”表示，监管机构处罚违规金融

机构和炒房者，不能采用“罚酒三杯”的方式，这

样很难遏制炒房现象。他建议，对违规金融机

构，是否可以在处理上向上延伸，即除责任人和

所在金融机构负责人外，上级或上两级的金融机

构负责人都要处分和处罚。也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让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起来。

来源：《经济参考报》

生态城北部出让两宗宅地
总价7.45亿元

时报讯（记者 孙薇）6月17日上午，

中新天津生态城两宗宅地出让。参与竞

拍的房企分别为：恒大、华宇、天津滨

旅。最终，恒大以总价4.44亿元，折合楼

面价 4518 元/平方米摘得津滨生（挂）

2019-1 号地块；天津滨旅以总价 3.01 亿

元，折合楼面价4435元/平方米摘得津滨

生挂2019-2号地块。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为恒大首进生

态城。

据了解，两宗地块总出让面积约11.1

万平方米，容积率为1.0-1.5，总建筑面积

近16万平方米，总起始价为6.84亿元，起

始楼面价均为4117元/平方米。

以上两宗地块于5月16日在滨海新

区土地交易中心挂牌，地块均位于中新

天津生态城（原旅游区区域），位置上并

不相邻。

津滨生（挂）2019-1 号，该地块位于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原旅

游区区域），该地块挂牌起始价为4.046亿

元，折合起始楼面价约 4117 元/平方米，

最高限价6.069亿元，折合最高楼面价约

6175元/平方米。

津滨生（挂）2019-2 号，该地块位于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原旅

游区区域），该地块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2.794 亿元，折合起始楼面价约 4117 元/

平方米，最高限价4.191亿元，折合最高楼

面价约6176元/平方米。

两宗地块周边曾在今年上架 5 宗地

块，分别为津滨生（挂）2020-1、2、3、4、5

号，起始总价合计14.228亿元，总出让面

积约21.32万平方米，总建面约39.68万平

方米。

今年，中新天津生态城已先后出让

12 宗地块，成为滨海土交市场的供应

大户。

下周（6月24日），胡家园地区两宗还

迁地块也将迎来出让，敬请关注。

▇ 权威发布

■ 社 址 ：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新 港 路 1814 号 宝 龙 城 市 广 场 一 号 楼 广 电 大 厦 ■ 总 编 办 公 室 E- 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 报 刊 编 辑 部 ：65622960 ■ 邮 编 ：300456 ■ 广 告 热 线 ：65622929 ■ 门 市 ：65622968 ■ 发 行 热 线 ：65622967 ■ 印 刷 单 位 ：天 津 报 业 印 务 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