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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評論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

劉建偉
•上月各地繼續以因地制
宜、因城施策的房地產政
策為主基調，堅持分類調
控，保持了政策穩定性和
連續性，15大熱點城市新
房價格保持基本穩定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
盧文曦

•熱點城市新房價格上月
保持穩定，但三、四線城
市新房價格漲幅卻較明
顯，儘管上月是樓市傳統
銷售旺季，但因基本面及
消息面因素影響，市場進
入小陽春行情的狀態有些
偏晚

上海鏈家市場分析師
趙葆根

•上月70城中，有33個城
市的新房價格環比漲幅逾
0.5%，其中多為中西部及
東北地區城市，當月各地
樓市調控較為密集，不少
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城市相
繼出台樓市調控新政，可
以預期調控在空間上的繼
續擴容，或是未來政策層
面的重要趨勢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
夏丹

•上月一線城市房價同比
增速為負0.6%，錄34個月
來新低，二、三線城市同
比漲幅分別縮小0.22和
0.35個百分點，上述數據
表明限價調控措施仍持續
發揮作用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連升36月 二線城最搶眼 調控料續擴容
小陽春初現 中國房價按月升幅擴

金管局一周13度入市捍衛港匯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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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70個大中城市近年房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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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的數
據還顯示，上月中國70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跌的有
10個或14%，上漲的有60個或86%。
其中，一線城市新房價格同比下降
0.6%，降幅較前值擴大0.5個百分
點。北上廣深，僅廣州同比微升
0.8%，其他均跌，深圳跌2.3%最
勁；二線、三線城市新房價格同比
漲幅分別較前值回落0.2和0.3個百分
點；同期環比來看，一線城市新房
價格上漲0.1%；二線和三線城市新
房價格漲幅分別較前值擴大0.3個百
分點和回落0.1個百分點。

深圳新房價環比下跌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夏丹

估算，上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價格
算數平均環比漲0.42%，漲幅較前值
有所擴大，新房價格算術平均同比
漲幅較前值下滑0.3個百分點，至
5.49%；同期，一線城市房價同比增
速為負0.6%，錄34個月來新低，
二、三線城市同比漲幅分別縮小
0.22、0.35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
限價調控措施仍持續發揮作用。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
曦認為，三月雖然是樓市“小陽
春”，但市場進入“小陽春”行情
的狀態有些偏晚，總體看“基於傳
統銷售季，全國樓市整體復甦”。
在調控措施持續發揮作用的背景
下，熱點城市新房價格總體保持穩
定，一線城市中，廣州、上海新房
價格環比均上漲0.2%，北京新房價

格 環 比 上 漲 0.1% ， 深 圳 則 下 跌
0.1%。三、四線城市新房市場表現
卻相對活躍，且價格漲幅較為明
顯。

上海鏈家市場分析師趙葆根也
指出，進入三月後，擺脫二月春節
的季節性因素，市場熱度普遍回
升，房價上漲概率亦有所增加。

預售房源需求仍旺盛
此外，三月以來，重點城市推

盤量開始增加，部分二線城市的
“人才爭奪”政策，實質上亦定向
放鬆了房地產限購，其市場成交預
期因此提升。另一方面，今年“棚
改貨幣化”安置效應不減，並繼續
對三、四線城市銷售構成提振。

夏丹說，在“限價調控”背景
下，高性價比的預售房源需求依然
旺盛，“日光盤”再現的同時，不
少樓盤也開出了“需全款購房”的
要求，這令剛需購房者處於劣勢。
針對上述現象，上海、杭州、武漢
等部分重點一、二線城市已開始實
施“新房銷售公證搖號”政策，並
對“無房家庭”給予傾斜，這符合
保障剛需購房權益的調控方向。

趙葆根關注上月全國樓市調控
較為密集，不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
城市相繼出台樓市調控新政，可以
預期“調控在空間上的繼續擴容，
將是未來政策層面的重要趨勢”。

盧文曦認為，在當前市況下，
開發商對產品和價格定位應有更高
的匹配度及市場親和力。

上月中國樓市有所回暖。據外電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18日公布的數據估算，上月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
格環比連升36個月，升幅較二月擴0.2個百分點至0.4%；
同比漲幅4.9%，則較前值收窄0.3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
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表示，上月各地繼續以因地制
宜、因城施策的房地產政策為主基調，堅持分類調控，保
持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15大熱點城市新房價格保
持基本穩定。分析稱，房價上漲概率增，上月出現較密集
的調控，料這將是未來政策層面的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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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丁春麗濟南報道：山東青島限購加
碼。該市國土資源房管局18日發布通知，該市範圍內新購
買的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需取得《不動產權證書》
滿五年後方可上市交易。此前規定為需滿兩年後方可上市
交易。

根據青島市國土資源房管局發布的《關於持續促進我
市房地產市場平穩有序運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
知》”），在該市市南區、市北區、李滄區、嶗山區、黃
島區、城陽區（包括高新區），對已擁有1套住房的本市
（七區三市，下同）戶籍居民家庭（含部分家庭成員為本
市戶籍居民的家庭，包括夫妻雙方及未成年子女，下
同）、能夠提供從購房申請之日起前兩年內在本市連續繳
納12個月及以上個人所得稅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
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家庭成員均不擁有本市戶籍，下
同），限購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下
同）。

對在上述區域內已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該市戶籍居
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
提供上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
家庭，暫停向其售房。補交、補辦個人所得稅納稅證明或
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不予認可。

青島新買房五年內禁易手

【大公報訊】據大公文匯全媒體報
道：近期港元匯率持續疲弱，港元兌美
元再觸及7.85的弱方兌換保證，香港金
融管理局（金管局）先後13次入市承接
港元沽盤，買入510億港元。金管局副總
裁李達志19日早上表示，目前並無看到
大規模沽空港元的現象，市場對金管局
維持港元穩定信心非常強。

累計走資513億港元
港匯再次觸發弱方兌換保證，金管

局在紐約交易時段接連承接港元沽盤，
分別再買入 31.4 億港元及 101.73 億港
元，令周五銀行體系結餘減少至1,285.2
億港元。金管局自上周四以來，已累積

買入逾513億港元。
李達志指出，過去數日外匯交易頻

率、規模與分析及預期大致吻合，又指
目前市場運作暢順、運作良好，在市場
緊密監察下，無看到大規模沽空港元。
他表示，已預期套息交易在聯匯機制下
會發生。

李達志說，隨着港元流出，銀行體
系結餘會下降，留意到過一星期銀行同
業拆息率正慢慢上調，相信情況會持
續，但不認為利率會急升，惟市民仍須
留意。

他強調，金管局不會鬆懈，會打醒
十二分精神繼續監察情況，確保市場穩
定。流動性收緊下，同業拆息（H）持續

趨升，其中6個月及12個月拆息分別見
1.61179釐及 2.12756釐，續創2009年金
融海嘯後新高。

市場料6月隨美加息
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師兼研究部主管

廖群表示，近期港元流出確比較多，主
要因市場預期美國今年將加息4次，意味
着6月加息的機會大增，令資金加快流
出。港匯觸及 7.85 弱方兌換保證水平
下，金管局要入市接貨，流動性減少
下，拆息自然抽升。他估計，香港銀行
體系結餘或跌至1,000億元以下，直到香
港跟隨美國加息後，港元匯價才會穩定
下來。

【大公報訊】記者陳詠賢
報道：螞蟻金服上市計劃有新
進展。內地傳媒引述螞蟻金服
一份融資資料，指集團正進行
增資擴股，並已確定同時在港
股及A股上市，增資後集團估
值將高達1.17萬億港元。

傳私募基金起投千萬
作為內地“獨角獸”之首

的螞蟻金服，近年多次傳出赴
港上市的消息。內地傳媒引述

螞蟻金服的一份最新融資資料
稱，該公司正進行增資擴股，
並已確定在港股及A股同時上
市，集團增資後估值高達1,500
億美元。今次傳出的集團估
值，遠超過去所傳的1,000億美
元。

媒體引述消息稱，螞蟻金
服是次融資金額約90億至100
億美元，市場上已有私募基金
向散戶出售投資螞蟻金服的份
額，起投金額 1,000 萬元人民

幣。報道還指是次融資已觸發
美國私募基金的搶購潮。

螞蟻金服主要業務包括支
付寶、螞蟻小貸及資產管理業
務。根據融資文件所說，支付寶
現有活躍用戶高達4.5億；螞蟻
小貸的累計貸款金額6,132億元
人民幣，歷年平均壞帳率約
2%；而線上理財平台螞蟻財富
的資產管理金額達到2.1萬億元
人民幣，用戶平均資產管理規模
約一萬元人民幣。

【大公報訊】記者李潔
儀報道：繼續被債務纏身的
樂視網，其已質押股份的子
公司新樂視智家，融資安排
接近尾聲。市場消息傳出，
在增資不超過30億元（人民
幣，下同）計劃中，騰訊及
其持有的京東、阿里巴巴持
有的蘇寧或將聯手投資新樂
視智家，融創中國亦有份參
與其中。

較早前，新樂視智家表
明，將按照估值90億元，以
現金及債權方式，增資不超
過30億元，藉而引入新投資
者。據了解，這輪融資幾近
進入簽字階段，當中約20億
元來自六至七家企業。中國
《中國企業家》雜誌引述消息
傳出，新樂視智家已敲定的投
資者名單中，“雙馬”（馬化
騰、馬云）榜上有名，還有承
認“投資樂視是一個失敗的投
資”、揚言願意九折轉讓樂視
持股的融創主席孫宏斌。事實
上，上月底新樂視智家宣布與
騰訊簽署為期三年的《互聯網
電視合作項目合作協議》，雙
方在內容上的合作，令騰訊參
與新樂視智家新一輪融資順理
成章。

目前，樂視網仍然持有新
樂視智家約40.3%股權，在完成今次融
資後，相關持股量將降至34.25%，樂
視控股在新樂視智家的持股亦由18.4%
降至14.7%。

總資產管理金額為2.1
萬億元，用戶平均資
產管理規模約1萬元

螞蟻財富

支付寶
現有活躍用戶4.5億，
資損率為十萬分之
一，費率小於0.6%

螞蟻小貸
累 計 貸 款 金 額 為
6,132億元，過去平
均壞帳率約2%

螞蟻金服主要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