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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收紧房贷 资金链风险骤升

银行对房地产业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

的变化! 继不久前多家券商对房地产信托

发出预警信号后" 关于银行业收紧房贷的

传言正在市场中蔓延!

多家银行收紧房贷

记者
!"

日了解到! 兴业银行春节前下

发相关通知! 将部分与房地产贷款有关的

业务暂停至今年
#

月底! 此次业务窗口指

导仅针对地产夹层融资与地产供应链融资!

个人住房按揭并未受到影响"

记者随后联系招商# 交通# 民生银行

等股份制银行! 得到答复均是对房地产开

发贷款趋于谨慎"

近年来! 开发贷款# 信托# 基金等融

资方式相互交织! 形成了一张 $造血网%!

源源不断向房地产市场 $输血%" 随着商业

银行风险意识的增强! 其对房地产开发贷

款已开始收紧"

业内人士预测! 未来银行对房地产相

关贷款将持续采取谨慎态度! 尤其是对风

险较大的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型开发商的业

务将会进行更严格的审核! 必要时不排除

暂停的可能"

瑞银证券分析师李宗彬认为! 由于开

发商财务杠杆较高! 如果银行暂停开发贷

款及按揭贷款! 开发商的现金流可能面临

较大压力"

地产资金链风险骤升

此前! 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 $空城%!

杭州# 常州等城市的部分楼盘采取力度较

大的降价促销! 引发外界对部分开发商资

金链骤紧# 房地产市场可能转向的猜测"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出现打折促销! 可能

是因为项目开发商新增土地储备较多! 面

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杭州# 常州等供给偏大的城市出现的

降价销售现象不会蔓延至整个一二线城市!

但房价涨幅回落将是行业趋势"% 李宗彬认

为"

兴业证券认为! 商业银行的行为模式

变化无异于同时掐断了销售回款# 外部融

资这两条路径" 房地产的资金链风险将在

未来一段时间处于高位"

此外! 今年以来! 市场资金成本不断

攀升# 信托违约事件频发等因素也促使商

业银行对市场风险重新定价! 可能会放缓

配置高风险# 高收益资产" 根据中国信托

业协会数据! 估算今年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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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信托产

品到期! 规模合计
%'$(

亿元! 而风险敞口

恰恰集中于房地产和平台信托! 其中房地

产信托到期规模达到
)"''

亿元"

$近年来! 信托违约事件出现概率最

高的是房地产行业"%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

陆磊说"

!黄金年代" 或将终结

与银行业的担忧似乎截然相反的情况

也同时出现& 国内一线城市土地市场价格

飙升' 一些大型房企在疯狂拿地的同时!

也调高了业绩目标"

$复杂的市场情况可能在表明 ! 畏惧

者已经开始畏惧! 但贪婪者依旧贪婪"% 中

央财经大学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

诸多迹象表明! 今年房地产市场在流动性

风险# 融资环境等方面正面临很大的不确

定性"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刚需较强! 二

三线城市则很明显出现了房地产供给过剩

的问题! 开发商经营风险在加大" 在这种

情况下! 银行提供贷款融资的风险正在集

聚"% 郭田勇说"

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在经济放缓 #

流动性偏紧# 融资成本提升的背景下! 房

地产投资高增长恐难以为继" 广发证券银

行业分析师沐华说! 从趋势看! 银行对于

开发贷和按揭贷款的谨慎态度! 在未来几

年内较难改变"

$综合各项政策和市场因素! 房价很难

一直涨下去" 房地产的 (黄金年代) 将面

临终结"% 郭田勇说"

!

据 #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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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从楼市!咔嚓声"中听出些什么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 杭州# 常州个别楼

盘大幅降价! 有媒体将此事与个别银行叫停

房企夹层融资# 王石等大佬看淡楼市等! 一

并列为中国楼市发出 $咔嚓声% 的注解"

此前 ! 部分地方楼市也经历过因房价

下跌引发的退房潮 ' 部分楼盘也因为降价

而导致极端打砸事件 " 那么 ! 该如何看待

杭州# 常州个别楼盘的降价* 在笔者看来!

这一轮楼市调整与以往有所不同+++不是

因为宏观调控或

者经济形势而引

发 ! 而是市场自

发 ' 不是小范围

调整 ! 似乎要大

范围调整"

对于购房者

和 投 资 者 而 言 !

经 历 这 次 $咔嚓

声%! 或许会认识

到房价已接近顶

部 ! 投资价值不

大而投资风险却

在增加 ' 对于楼

市 监 管 者 而 言 !

显然不能再用一

剂药治全国楼市

的病了 ' 对于银

行来说 ! 谨慎放

贷才能保证房地

产业务信贷安全"

中国楼市调整的序曲以及接下来的种种

演绎! 给楼市有关利益方或者关联方发出了

警示+++要认清! 中国楼市尽管牛了十多年!

但必须符合经济规律& 价格有涨就有跌! 市

场有高潮就有低潮! 有受益就有风险! 受益

越大! 风险越大" 如果不能从 $咔嚓声% 中

认识到这些问题! 栽跟头的可能性就很大!

地方政府会面临财政风险! 投资者会面临被

套风险 ! 银行面临

金融风险 ! 中国经

济也会受到牵连"

有关决策者和

各级监管者则有必

要从 $咔嚓声 % 中

反思监管体系还有

哪些缺陷 ! 如何完

善监管体系 " 尽管

中国楼市全面 $崩

盘% 的可能性没有!

但如何避免某些区

域 市 场 楼 市 出 现

$硬着陆%! 如何让

价格过高的中国楼

市 挤 出 泡 沫 实 现

$软着陆%! 是必须

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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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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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将出台征地补偿等条例

本报综合消息
!*

日! 国土部网站发布消

息称!相关司局正在研究起草$农村征地制度

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等有关的

一系列条例"

国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守智表示!未来

将$重点做好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和

土地审批制度改革方面的立法%"他说!将继续

配合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修改!同

时配合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农村集体所有土地

征收补偿安置条例-!同步配套研究起草,集体

建设用地流转条例-! 推动 ,国家土地督察条

例-制定工作!以及加快研究起草,不动产登记

条例-等"

具体到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方面!耕地保

护司司长严之尧表示!下一步还将开展征地制

度改革试点!$目的在于使征地范围得到合理

缩小#土地征收程序更加规范#被征地农民生

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协

调同步增长" %

!

据中新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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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中介主动!挤水分"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

作的张雪打算在今年与男朋友完

婚! 小两口把婚房的选址圈定在

了二三环内"为了摸摸行情!张雪

来到了位于积水潭附近的一家房

产中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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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

万元#

&&

平方

米
#(+

万元..虽然对这边的地

段价格有所了解! 但是对于正处

在事业奋斗期的这两人来说!房

子的总价还是难以承担"没等张雪开口询问!

中介工作人员王媛便开始热情地介绍各个房

源&$这个房主很好说话! 估计可以谈下
#

到

"

万" %$这个明说可以减两万!你们具体谈!

有诚意的话都好商量" %几句话!房子的标价

就被$挤了水分%"

张雪一位同事说!以前$挤水分%这活儿

与中介毫无关系! 当问到房子价格还能不能

商量时!中介要不做了甩手掌柜!要不直接顶

了回来!表示$这价格已经是压到最低了!有

余地也就是几千块的事儿%"

$以前到我们这里看房的都是一堆堆的!

现在成了一个个的"%虽然没有像王媛那样斩

钉截铁地表示能便宜多少钱! 蒲黄榆一位中

介人员说自己也会$适当%地提醒买房人$价

格应该可以商量%"

房主带人看房
)&

次

在蒲黄榆的一家中介公司! 中介人员在

展示各种户型后! 说有些房子的钥匙不在他

们那里!但是联系到房主后就能定个时间$见

面细聊%"店里的另外一名中介正在给一位房

主打电话! 表示看房人晚上
$

点下班后才能

过来看房!请他到时过来一趟"虽然房主那边

有些不大情愿!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以前看

房要看房主的意思! 看房人按房主的时间表

走!但是现在房主不能摆架子了!你看他这套

房!都带人去了
(%

次!还没卖出去" %放下电

话!中介叹了口气"

房子少! 拥有稀缺资源的房主自然有心

理优势"但现在从数据来看!房子已经不再处

于$抢购%地位" 记者在蒲黄榆#积水潭#牡丹

园多个地区的中介公司发现! 很多套待售房

子的$带看次数%达到了两位数!有些从登记

开始已经过去了百余天!依旧没能成功售出"

所以! 房主 $放下架

子% 的转变也就可以

理解了"

紧俏两居现在随

便挑

无论是小夫妻结

婚落脚! 还是三口之

家换房置业! 按照一

般市民的购房能力 !

两居室都是最基本的

款型"因为其$百搭%!

大部分人来到房产中

介时!点名要的都是两居室"

$以前两居一出来! 很快就会被抢光!现

在你去我们网站看看!房子那么多!大家更多

会想买得合不合适! 而不是买得到还是买不

到" % 牡丹园地段的一位姓李的中介人员表

示"

记者打开中介网站! 该地段仅是
",

至

$'

平方米待售的两居室就已占据了
*)

页"

记者又随机挑选了天通苑#西直门#朝阳门#

国家图书馆等地区! 网站显示两居的房源数

分别是
&$)

套#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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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

套"

买房中介代劳第一步$杀价%#房主积极

参与看房#两居室仍有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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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年

的二手房市中! 卖方与中介不再像之前那样

$高处不胜寒%!而是主动配合买房者"在市场

价格走向的变化中! 伴随着房市的趋稳与大

量自住房的推出! 买卖双方关系的天平悄然

向买房者倾斜"

!

据#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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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
!

月底"#猫$ 了一个春节

的买房者又投入了新一年的二手房

交易市场%最近"买房者在房产中介

那边&踏破门槛$的场景少了"房主

&坐地涨价$的情况也不多% 根据国

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 北京
-

月份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
'.-/

"是

(%

个月以来北京二手房价格首次

出现环比下降%与曾经的疯狂相比"

买卖双方的互动" 朝着理性化的方

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