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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樓價放緩 上海漲15.5%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章蘿蘭、孔雯
瓊北京及上海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8日
發佈最新數據顯示，內地70個大中城市中，
除溫州樓價急跌4.2%外，其餘69個城市樓

價按年依然上漲，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漲
幅仍達「雙位數」，但漲幅放緩。數據顯
示，與去年同月相比，樓價漲幅最高的是上
海，為15.5%，唯一下跌的只有溫州，急降

4.2%，此外，廣州上漲13.4%，北京和深圳
漲幅同為13%。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
師劉建偉稱，樓價漲幅總體平穩，按年上漲
的城市個數與2月份基本相同，部分城市漲
幅回落較為明顯。

樓市鬆綁由市場決定
路透社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3月中
國 70 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按年上漲
7.7%，較2月的8.7%和1月的9.6%明顯放
緩。
業內專家指出，中國樓市一季度從銷售、

投資到樓價全面放緩，樓市低迷、價緩量跌
已是不爭的事實。官方新華社撰文稱，各方
對房地產雙向調控和樓市調整已形成共識，
樓市已告別突飛猛進，逐步回歸常態化增
長，而房地產是否鬆綁需要交給市場來決
定。

海口下降0.2%按月最大
分析數據表明，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樓

價，自2月份按年漲幅近半年來首次全線回
落到20%以下後，3月份漲幅繼續回落。不
過，其漲幅仍然達到了「雙位數」。雖然近
期有媒體報道國內一些地方樓價有明顯回
軟，但從數據看，按年樓價下跌的城市依舊
只有溫州。
在按月方面，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

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價格上漲的城市有
56個，下降和持平的城市分別為4個和10
個，分別比上月增加了1個，按月漲幅最高
的是廈門，為0.6%，降幅最大的是海口，下
降了0.2%。
不僅樓價漲勢趨緩，早前多項數據顯示，
今年一季度全國範圍內樓市成交明顯降溫，
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均從去年高達兩位數的增
速轉至按年下降，樓價雖然持續上漲但已逐
漸喪失動力。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的數據
顯示，30個典型城市首季商品房成交面積按
月降逾三成，一線城市成交面積按年降幅甚
至在四成以上。一季度地價按月增速亦出現
近兩年首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孔雯瓊上海報
道）城市化進程致上海人口急速增長，強勁的購
房需求支撐上海樓價走勢堅挺，久調不下。在需
求難以改變的狀況下，隨着供應量的增加，樓價
勢頭或傾向回軟。
統計數據顯示，上周末上海市內有12個住宅項

目開盤或加推，供應量按月前一周的近900套上
漲55.55%。12個項目中，有9個項目主推剛需房
源，佔比超七成。業內預計，開發商或針對購房
者觀望的心態，採用打折優惠措施以期促成成
交。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認為，
短期內房價肯定還是上漲，不過漲幅已經出現了
「高位振蕩」，暗藏下降風險，且從成交量來
看，也在逐步降溫。
第一太平戴維斯的分析師認為，現時中國部分

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或已有放緩跡象，然而
一線城市如上海，由於其市場穩健價格堅挺，因
此在短期內很難有較大程度的政策鬆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白林淼溫州報道）3月
中國70城房價變動18日公佈，溫州再次成為70
城樓價唯一下降城市，按年急挫4.2%。剛出爐
的《溫州藍皮書》認為，金融環境、商品房存
量、商品住宅用地供應等多方面原因，致使溫
州房價連續下降，預計新建商品房(一手樓)將繼
續面臨價格下降壓力。
溫州自從2011年爆發民間借貸風波後，該市
樓價便接連下滑。有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溫
州商品房均價達33,289元（人民幣，下同）/
平方米歷史高點，2013年降至22,644元/平方
米，降幅達32%。2014年1月，又滑至19,374
元/平方米，等於由2011年的最高點下降了
42%。
2014年溫州市區商品住宅用地計劃供應量

1,088畝，根據預測，實際供地將是2011至
2012年土地供應量的總和。同時，藍皮書認為
政府主導的城中村改造也會對樓市產生降溫。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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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樓市價緩量跌，「房貸
荒」愈演愈烈。銀行「錢緊」
與資金成本上升，使原本還有
優惠的首套房貸款利率持續上
浮，如今8.5折優惠利率幾乎絕
跡，銀行對房貸審批相當嚴
苛。不過，對於申請者來說，
即便忍受了高利率，要想獲得
貸款仍然不容易，接受銀行搭
售信用卡、理財產品則是「必
須的」。套用時下一句流行
語，能獲放貸的申請者着實要
「且貸且珍惜」。
「漂」在北京的內蒙古人張

桐，好不容易等到交足5年社
保的時限獲得了在京購房資
格，再加上最近樓市停漲，他
覺得眼下正是一個不可多得的
買房好時機。張桐選中三環外
200多萬元人民幣的二手房，
傾盡所有收入還需貸款100萬
人民幣。仔細調查諮詢了幾乎
所有銀行後，張桐選擇向建設
銀行北京分行貸款，「北京只
有建行還保留着寶貴的8.8折利
率，其他銀行基本都是基準利
率甚至更高」。

房貸須搭配理財產品
不過申請表遞上去一個半月
了，銀行卻杳無回音，讓張桐
不禁心懷忐忑。而以前正常的
審批貸款流程半個月左右就可
以走完。
境內在線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最新房貸數據顯示，在
調查的35個城市中，有25個
有停貸現象存在，超過70%，
停貸銀行以股份制銀行為主。

不僅如此，壓貸緩貸嚴重，即使受理房
貸，銀行亦無法給出具體放
款時間，審批完了還要繼續
等「貸」，最高半年未放
款。

■記者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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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供應激增房價或回軟兩年跌42% 溫州樓價未見底

香港文匯報訊據《世紀經濟報道》報道，中國商務部
17日發佈《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14》，這份近200
頁的報告着重介紹美國、歐盟、日本、巴西、俄羅斯等
中國13個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投資管理體制及措施的變
化情況，分析其可能對中國外貿投資產生的壁壘。值得
注意的是，美國將部分「較不敏感」的物項轉移至商業
控制清單中，涉及的產品包括原來屬於軍品清單的部分
航空器、蒸汽渦輪發動機、水面艦、潛水艇。這意味着
美國對部分軍事物品出口的管制放寬。
在境內製造商的努力下，去年，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
局和國務院國防貿易管制局各自發佈了修改《出口管制

條例》和《武器國際貿易條例》的最終規定，將部分軍
品清單上的物項轉入商業控制清單。此次修改在商業控
制清單中新增一個「600系列」分類，將軍品清單中部
分「較不敏感」的物項移至商業控制清單中的這一新分
類，涉及的產品主要有原屬於軍品清單中的部分航空
器、蒸汽渦輪發動機、水面艦、潛水艇。
同時，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也將對現行商業控制清
單中的軍品重新定義，並將它們移入「600系列」分
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中國軍需品出口的最終用戶
制度，也適用於列入「600分類」的產品。

商務部：美放寬輸華衛星軍品管制

中證監發佈IPO企業預披露名單
據新華網電中國證監會於18日晚間至19日凌晨發佈

首批IPO企業預披露名單，共有28家擬上市公司公佈了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招股說明書。這是自2012年10月份以
來首次有企業預披露，意味著暫停一年多的新股發行審
核重啟在即。
在首批預披露名單中，有16家企業擬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4家企業擬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8家擬在創業板上市。
18日下午，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通報稱，中國證監會對
首發申請審核流程重新進行梳理，並據此對每週向社會
公佈的首發審核工作流程和企業基本信息表進行了修

訂。根據修訂後的工作流程，證監會發行部在正式受理
企業ＩＰＯ申請後即按程序安排預先披露，反饋意見回
復後初審會前，再按規定安排預先披露更新。
發言人表示，鑒於已要求保薦機構建立公司內部問核
機制，在首發企業審核過程中，不再設問核環節。另
外，此次修訂將首發見面會安排在反饋會後召開，增強
交流針對性，提高見面會效率。
根據證監會的信息，截至4月17日，滬深兩市共有排
隊IPO企業606家，其中擬在上交所上市的165家，擬在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的226家，擬在創業板上市的215家。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銀監會及證監會聯合發
布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補充一級資本的指導意
見，明確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的準入條件、申
請程序等。
指導意見指，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應符合
國務院、證監會相關規定及銀監會有關募集資
本補充工具的條件，以及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
不能低於銀監會的監管要求。
意見又指，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目的在於補

充一級資本，相關條款必須符合銀行資本管理
辦法中，有關其他一級資本工具的合格標準。
有媒體早前報道，農行等四大行及浦發銀行有
望率先發行優先股，發行規模預料逾1000億
元人民幣，但要落實計劃仍需待銀監會發布具
體實施細則。

香港文匯報訊 麥當勞(McDonald's)正計劃加強該公司在
中國的形象，因為在當前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人們可
能會尋找其他更便宜的地方用餐。據公司聲明顯示，總部
設在伊利諾伊州奧克布魯克的麥當勞正在請本地設計師重
新裝修以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為主的許多中國餐廳。該
公司還推出了強調中國人抱負的宣傳廣告，並正在招聘更
多本地人士來經營中國的特許經營店。
聲明說，麥當勞今年晚些時候針對中國的商業廣告中還
將出現籃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網報道，中國財政部18日發佈月度
數據顯示，2014年一季度，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計利
潤總額按年增長3.3%，較今年前兩個月增幅有所回升，但
地方國企利潤仍為負增長。
財政部數據顯示，前三個月累計，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總

額5337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3.3%。其中，中
央企業4321.5億元，按年增長5.1%；地方國有企業1015.5
億元，按年下降3.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曉燕西安報道）西安國際港務區
與哈薩克斯坦國家鐵路公司本月14日在哈薩克斯坦阿斯塔
納簽訂合作協議，這也意味着西安將成為中國至中亞國際貨
運集散地。
同時與哈方將共建「霍爾果斯—東大門」經濟特區
產業園區，推動陝西、西安與哈薩克斯坦的經貿合作。

按照此次協議內容，哈薩克斯坦將以新成立的哈鐵快運公
司作為項目運營主體，負責在哈境內創建多式聯運新模式，
組織協調從中國到哈薩克斯坦及過境貨物運輸相關業務，包
括從西安國際港務區發出的貨物。每月將有2列集裝箱列車
從西安國際港務區發往哈薩克斯坦，在哈境內進行貨物分撥
至中亞其他國家。
同時，哈鐵快運公司把西安作為貨物集散地，開展發往

哈薩克斯坦及過境哈薩克斯坦的國際物流業務。

國企首季度利潤增3.3%

西安打造國際貨運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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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將為中國餐廳換新顏

受此影響，中國大陸各地都出現「搶金潮」。
「中國大媽」的搶金能力，受到國際媒體側

目。不過，中國大媽還是沒能擋得住金價下跌趨勢，
國際金價在去年6月、12月又再暴跌，一度跌破每按
士1200美元大關。

境內成交量反上揚
國際金價大跌，但中國黃金成交量反而上揚。中

國黃金協會2月份發佈最新統計顯示，去年中國消費
者共購買約1176噸黃金，年增41%。
中國今年首季黃金需求量約250噸，年減17%。扣

除去年首季銷量320噸，從去年4月到今年3月底，中
國黃金銷量約為1106噸。

報道說，從去年4月12日至今，每按士國際金價
累計下跌173美元。去年4月中國境內黃金總銷量
100噸計算，當月購入的黃金至今合計虧損42億
元。
國際金價似乎難回多頭走勢，一家大陸金店負責人

說：「從今年的銷售情況來看，消費者購買黃金也確
實更加理性。」在傳統黃金銷售量季如春節，飾品銷
量成長明顯，而同期投資金條銷量平平。
對於今年黃金的走勢，太陽金店總經理于桂英認

為，國際金價受美國經濟數據的影響非常大，從目前
美國經濟表現的情況來看，其經濟繼續走強、逐步退
出量化寬鬆政策屬於大概率事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將
為黃金價格上漲帶來阻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國際金價去年4月大跌，「中國大媽」出手搶金，若以去年4月中

國境內黃金總銷量100噸計算，當月購入的黃金至今合計虧損人民幣42億元。去年4月12日，

紐約金價暴跌近5%；2013年4月15日金價再次暴跌，跌幅高達9.27%，創30年來單日最大跌

幅行情。

美經濟走強 金價難回升

「中國大媽」搶金
年虧42億人民幣

■圖為去年「中國大媽」
搶金場面。 資料圖片

■70個大中城市的樓價漲幅放緩，但上海樓
價仍大升15.5%居首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