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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5

日 星期四楼市!深读

炒房客撤离 房价高台跳水
温州楼市泡沫破灭!

无人接盘

两年前!温州市区有一个备受青睐的大型

高档楼盘"中瑞公园大地#!总建筑面积约
-6

万平方米!坐落在市区划龙桥边!依绿傍水!紧

连着白鹭公园和温州母亲河"温瑞塘河$!是市

中心%最后一个水景房&公园房$'

78--

年该楼

盘首期房价为每平方米
4.888

元!不过!这样

的开盘价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 %史上最严#

%限购&限贷#政策的持续影响!从有价无市最

终变成降价求量(到了
78-7

年!该楼盘房价逐

步降至每平方米
/.888

元(

除了%中瑞公园大地#&%国际豪庭#等市区

楼盘均价普遍比
78--

年下降
789

还多(

大幅降价! 似乎成了温州楼市的唯一主

题(最有代表性的楼盘是%中梁)国宾
-

号$!它

于
78-7

年
4

月开盘!为了推销%墅式房$!在当

地媒体打了整整一年的广告!

:8

平方米的中

小户型均价为每平方米
7/888

元( 业内人士

说!如果不是楼市调控!每平方米没有
4

万元

根本拿不下来(

官方统计数据也证实了温州房价下跌的

事实(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78-/

年
-

月份!

;8

个大中城市中!温州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指数以
-8059

的同比跌幅位居全国首位 *

78-/

年
7

月份! 温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

降幅达
59

!继续领跌全国( 记者梳理发现!自

78-7

年初以来!温州一直是全国
;8

个大中城

市中领跌的城市 !

78-7

年下半年到
78-/

年

初!当其他城市楼市转跌上升时!温州成为仅

有的房价下跌城市(

受新房价格下跌影响!温州的二手房市场

也出现较大跌幅( 曾经的精品楼王 %绿城)锦

玉#!

788:

年市场均价一度飙升至每平方米
5

万元!受到炒房客热捧( 然而!随着调控来袭!

新房跌价!这个昔日楼王的二手房价格一路狂

跌至
46888

元( 市区其他二手房也总是问者

众+买者少!大部分跌幅在
/89

左右(

土地市场萧条再次印证温州房价跌势难

以挽回(

78-7

年下半年!温州市政府曾邀集多

家开发商! 一度提出推地
/888

多亩的庞大计

划!然而楼市乏力导致这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推

地计划没有下文(

几乎所有人对温州楼市都表现出悲观!

%投资客撤走了!无人接盘!过度投资吹起的楼

市泡沫便破灭了( $

先破的泡沫

78-/

年
/

月
75

日! 温州金融改革满周

岁!与一年前获批金改试点相比!温州金改一

周年显得异常平淡!甚至有几分落寞( 就在此

时!温州%炒房团$偃旗息鼓&房价%跳水$的消

息不胫而走(许多关注温州金改的专家将这两

者联系起来,金改一年!%钱荒#依旧考验着温

州!以投资支持的温州楼市!率先倒在金改行

进的路上-

抽出资金!投资客撤离!这是温州房价跳

水的直接原因(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员曹旭东

认为!温州房价率先下跌!和当地的经济形势

不无关系!经历了
78--

年老板%跑路潮#!温州

企业经营情况一直没有明显好转(由于此前当

地企业大肆扩张&涉足房地产!当持续遭遇盈

利难&%钱荒#出现!企业必然会最先从楼市撤

离以缓解资金压力(这无疑就推倒温州房价下

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三线城市!一线房价#这是温州楼市过度

投资的最好写照(%全民炒房#曾是温州楼市的

一大奇观(丈夫办企业!辛苦经营一年!不如妻

子炒房两套( 温州炒房团曾经遍布全国!而当

地楼市则首当其冲被热炒(

788:

年温州房价

几乎翻一番!那时!但凡有几十万&几百万闲钱

的人!都会买上四&五套房!不少人盲目跟进!

资金不够就与亲朋好友合伙买!卖出后按比例

分红(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统计数据称!

7885

年
!78-8

年!温州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约

为
-888

亿元! 而历史最高峰达
7888

亿元!温

州民间借贷约六成进入楼市(

温州楼市的这种过度投资为房价高位下

跌埋了伏笔( 如果不是楼市调控导致风向骤

变! 温州楼市的过度投资或许还能运转几年(

78-8

年楼市调控后! 市场处于徘徊& 冰冻阶

段!快速流转的资金被套在楼市( %去投资化#

的调控政策!第一个中招的就是温州( 温州大

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鸿分析认为! 前几

年!温州的楼市靠%投资化#抬起来!现在国家

高压政策%去投资化#!温州楼市自然会一夜间

缩水!最终反映在价格上一路惨跌(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温州之所以会在调控

中率先领跌!是因为温州楼市在前几年狂飙猛

进!环境和资金的双重优势导致房价在全国领

涨!正因为此!温州楼市比其他地方泡沫更大(

一旦调控常态化!泡沫率先被挤压!震荡也最

大(

去投资!温州又是先行者

78-7

年下半年! 随着土地市场活跃!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楼市率先出现价格上扬行

情( 此后!其他二&三线城市纷纷跟进!全国大

中城市房价出现普涨行情( 而温州是例外!从

目前的情况看!仍处于下跌通道(

分析人士指出!楼市泡沫一旦破裂!就会

处于长期的颓势之中(支撑温州楼市的投资需

求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离场! 房价只会一路下

跌( 而从楼市实际表现看!目前温州楼盘尽管

已经大幅降价!但仍有价无市!即便房价下降

三分之一!接盘者依旧寥寥(

与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不同!尽管是

改革先发地!但温州楼市具有封闭性!外来购

房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了能够炒房的温州

本地人外!聚集在温州的外来人群主要是务工

者!在温州购房的可能性很低(两极分化严重&

缺少中间阶层!这种消费结构决定了温州楼市

不存在长期上涨的基础( 当投资客撤离!楼市

资金支撑薄弱!下行趋势就会很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温州房价大跌!为许多三&

四线城市敲响警钟(%许多三&四线城市都面临

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温州如此明显而已(#这

些地方和温州一样! 楼市存在较强的封闭性!

投资需求拉动的繁荣很容易掩盖实际需求不

足的现实(一旦投资客离场!结局和温州一样(

当人们还在争论中国楼市有没有泡沫时!

温州楼市房价%跳水#表明!充满投资的房地产

市场难以为继!泡沫终究会被挤破( %国五条#

及地方实施细则拉开新一轮楼市调控大幕!

%去投资#仍是重要方向!从这点看!温州楼市

不失为先行者( "新华#

!!!!!!

没有一棵树能长到天上去!也没有房价是只涨不跌的$国外!底特律的公寓卖出了

%皮鞋价&'国内!温州一些高档楼盘价格也被拦腰斩断!下跌一半还多(

!

年前!温州房价一度领涨全国!高峰时甚至高出一线城市房价( 时过境迁!如今!温

州楼市泡沫率先被刺破!领跌全国!部分楼盘开始大甩卖( 一些热衷住宅投资)投机的温

州%炒房客&陆续%逃离&(

在全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扬的行情下!温州房价%高台跳水&为许多房地产快速扩张的

三)四线城市敲响了警钟(

北京将步入商品房限价时代!

"如果开盘的商品房项目报价偏高且不接受指导#将不予核发预售许可证$

!!!!!!4

月
-8

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主任杨斌表示! 北京市正在研究自住型&改

善型商品住房纳入限价房序列管理政策!这个

管理政策将很快出台(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被

业界迅速解读为!商品房限价时代来临(

如果说之前的楼市调控政策还只是限制

购买人的资格!那么从现在起!价格限制的政

策可能将很快登场( 限价调控措施的首次亮

相!可能是首都北京(

在%国五条#的调控思路下!北京市拿出了

最为严厉的实施细则( 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

北京市在确定今年的房价控制目标时有这样

一句表述,进一步降低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

房的价格!逐步将其纳入限价房序列管理(

在 %国五条# 北京实施细则的
-:

条内容

中!这句话此前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在民众对

北京实施细则的关注中!征税和限制单身人士

购房成为焦点( 很少有人注意到限价的提法!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北京市会

对房价直接进行限制(

真对商品房进行限价的话!这将是%国五

条#北京版实施细则中最为严厉的手段( 从杨

斌几天前的表述来看! 距离楼市限价管理!北

京似乎只剩临门一脚(

商品住房如何进行限价管理

这是一个颇为难以理解的政策(既然是自

由交易的商品房!如何进行价格限制-

按照杨斌的说法!%纳入限价房序列管理#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和纳入保障房体系中的

%两限房#不同!这种新的限价房是满足自住&

改善型需求的商品房(两限房针对的是中低收

入家庭!属于保障房!而纳入限价房序列管理

的房产则是产权完整的商品房!针对的是中等

收入家庭! 这类房子将通过政府土地收入&税

收政策的优惠保持中低价位(

除此之外!杨斌还表示!北京市已经出台

政策加强商品房销售价格引导!如果开盘的商

品房项目报价偏高且不接受指导!将不予核发

预售许可证!或不给予成交资格备案(

要把商品房纳入限价房序列!同时还要对

商品房价格进行指导( 在看到这条消息时!中

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非常困惑!

她不明白!政府部门怎么能够区分自住型住房

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而对这些住房的价

格!又如何进行指导和限制(

是不是说!北京市今后将由政府直接对房

产定价!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杨斌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但从两年前

北京的探索来看! 恐怕这将是一个肯定的答

案(

78-8

年
6

月! 北京市房山区一块土地的

拍卖引来众多关注(这个地块既是地处北京远

郊区!也没有成为地王!其引人关注之处在于!

当开发商竞拍土地的时候就已经获知!这个地

块将来建设的商品房价格已经确定为每平方

米
-7688

元!这个价格比周边同类商品房价低

了四五千元(

这个地块最终由一家央企拿下!其建设的

商品房项目被称为北京首个&同时也是全国首

个限价商品房(

78--

年
4

月!这个限价商品房项目开盘!

首批
-.88

套房源当天被抢购一空(

很难评估这个项目对所在区域房价的影

响( 在这个项目入市之初!确实对周边房价造

成震动!但时至今日!这个区域的房价又重新

涨了上来(

或许是看到了这个项目的短期效应 !北

京市试图扩大这种项目的建设( 不出意外的

话!这个项目的运作模式就是北京市今年要

大力推广的 %将自住型 &改善性商品房纳入

限价房序列进行管理#的蓝本,限房价&竞地

价(

这就是说!今后的房地产开发流程将变成

政府直接给楼盘定价!开发商在此基础上盘算

自己该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地!然后竞标&建设&

出售(

面对这样的政策!购房人是该欢呼还是该

紧张-

一连串的疑问摆在面前

究竟有多少比例的商品房项目会被限制

价格!目前还没有看到具体解释( 如果对所有

楼盘都进行价格限制!那商品房跟保障房的区

别是什么- 如果只是对部分楼盘进行价格限

制!那么被限价的商品房就被染上了浓厚的保

障色彩!现有保障房体系中的种种问题会不会

都将随之而来-如何进行合理分配会不会成为

大问题- 而且!当这些被限价的商品房再次交

易流通的时候! 又该执行什么样的价格政策-

是比照市场价还是再次被限价-

%我的理解是!北京市今年要通过直接控

制价格来实现房地产调控目标( #伟业我爱我

家市场研究院经理程浩业告诉记者!这个控制

价格分为两块!一个是对申请预售的楼盘进行

价格控制!要求不得高于同地段同类型商品房

价格!另一个则是将商品房变成限价商品房(

在程浩业看来!以预售证作为控制价格的

做法很不合理!因为拿地的时候并没有说有价

格的限制! 销售的时候凭什么就要求限制价

格- 而政府直接定价的限价商品房!更是违背

经济规律!%政府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政府定

的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吗- #

表面看来! 政府是在替众多购房人打算,

直接限制房价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说买不起

房了( 但是!结果会是皆大欢喜吗-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 当直接遭遇行政管

制!商品的生产就会出现变化( 如果开发商觉

得在政府的直接定价下! 自己的利润空间太

小!就会减少投资!甚至放弃开发建设(如果越

来越多的开发商这么做!土地拍卖将遇冷( 而

土地无人问津!房屋的供给就会受到影响( 紧

接着!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将爆发(

这并非耸人听闻( 受限购政策的影响!

78-7

年北京房地产市场上新开工的住宅面积

已经大幅跌落(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78-7

年! 北京市住宅新开工面积为
-.7;06

万

平方米!同比
78--

年下降
/;0/9

(

78-7

年下半

年北京楼市迅速升温!就跟这种供应短缺的信

号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的结局很有可能

是买不到房!继而买不起房( 因为住房供应短

缺!注定很多人会买不到房(而为了买到房!就

会有人通过额外加价的方式来争抢房源(到了

那个时候!政府限定的房价就会成为一个无用

的数字(

推行限价措施的表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政府以为自己的很多政策很高明!殊不

知市场上有多少应对措施-#汪利娜告诉记者!

当年北京市限制外籍人士购房!结果很多中介

提供一条龙服务! 什么样的证件都能办齐!无

非就是多花点钱(

按照汪利娜的说法!政府直接限制房价短

期内会实现对房价上涨幅度的控制!但长期看

会带来供应短缺( 而一旦出现供应短缺!各种

破解政府限价的应对措施就会随机而出!结果

是统计数据上房价得到了控制!但实际上房价

反倒涨得更加猛烈(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今年北京市将限制

房价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主要做法!恐怕依然难

以解决房价高企的麻烦( 某种程度上!北京市

推行限价措施的表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要解决房价高企的麻烦!还是要回到供求

关系的调整上( 只有供应充足了!价格才会停

下上涨的脚步(

然而!

-8

年的房地产调控!却一直忽略这

个简单道理!总是试图通过抑制需求来实现房

价的合理回归(

%抑制需求的做法是有问题的!需要政府

部门深度反思(#汪利娜说!对北京这样的超大

城市来说!只有通过增加供应才有可能解决高

房价的问题!单纯抑制需求往往会适得其反(

那么!供应为什么总是上不来- 无数专家

学者已经说得很明白! 土地的高度垄断是根

本( 但在现有体制下!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在北京!今年的土地供应依然没有增加的

表现(

4

月
5

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公布今年的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计划显示!今年北

京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为
6.68

公顷!

而去年这个数字是
6;88

公顷(在住宅用地上!

北京今年计划安排住宅用地
-.68

公顷! 而去

年是
-;88

公顷(

*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