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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入冬 70城房价转跌
“金九银十”往往是楼市的销售旺季，不过近期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楼市颇有“入冬”之势。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9
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冷暖。9月新建商品住宅房价出现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为
27个，相比8月明显减少；二手房的降价城市数量则达到了52个。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在解读中提到，9月份70个
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呈略降态势，同比涨幅持续回落。业内专家认为，房地产市场已明显进入降温周期，随着调控
政策纠偏，未来房企的融资环境或将略有好转。
一线城市

新房价格止涨转跌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9月，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3%转为
持平。其中，北京环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
平；广州下降0.1%，与上月相同；上海和深圳
均上涨0.2%，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个和0.8
个百分点。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持平的有北京、宁波、福州、青岛、武汉、乌
鲁木齐、赣州7个。房价出现环比上涨的城市数
量为27个，相比8月份的46个数量明显减少。
“即便是房价涨幅排名靠前的城市，如西
安和银川，其环比涨幅其实相对不大，为0.6%
的水平。”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表示。
严跃进分析称，9月全国70个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1%，同比
涨幅为3.3%。最值得关注的是，环比涨幅首
次为负。统计显示，这也是2015年5月以来首
次下跌，换言之，这是77个月以来首次下跌。
要高度重视此类数据走势，明确认识到当前
房价的矛盾，警惕房价从“过热”转为“过冷”
的风险。
此外，9月份一二三线城市的房价环比涨
幅数据分别为0.1%、0和-0.2%。在严跃进看
来，此次三四线城市房价指数数据首次下滑，
这也是2020年3月以来首次下跌。对于三四线
城市而言，自然需要格外注意此类风险。
从成交量来看，根据58安居客房产研究
院公布的数据，今年国庆期间，15个重点监测
城市的新房成交套数为8309套，成交面积为
92.4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下滑19%。其中，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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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信贷、调控收紧下供需双方预期调整更
快。”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分
析称。
严跃进表示，9月全国70个城市二手住宅
销
售
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2%，同比涨幅为
二手房市场大降温
2.4%。在连续16个月房价上涨的基础上，8月
二手房市场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 二手房价格涨幅首次为0，而9月明确下跌。这
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和实际感受非常接近，近期部分城市二手房
0.2%转为下降0.4%。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 腰斩交易态势，说明市场本身进入明显的降
环比分别由上月上涨0.4%、0.2%和0.5%，转 温周期。
为下降0.2%、0.6%和0.4%；深圳下降0.5%，降
从二手房的降价城市数量看，9月达到了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52个城市，例如哈尔滨、呼和浩特、唐山等。严
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 跃进指出，据此可以认为，大概有3/4的城市
持平转为下降0.1%；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 出现了明显的降价现象。实际上后续降价的
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 动作还会增加。“近期部分房东还是咬住价格
分点。
或者干脆不卖，但估计后续市场运行中，各类
“二手房市场一线城市价格下跌幅度超 降价的现象也还是会有所增加。”
过二三线城市，主要是一线城市以存量房为
对于9月楼市表现，许小乐总结道，二手
重点二线城市，国庆7天长假新房成交4193套，同
比下滑幅度达41%；2个重点三线城市，国庆7天
长假新房成交116套，同比下滑近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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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薅了谁的羊毛
杨月涵
10月20日晚，8点一过，两亿人涌
入李佳琦和薇娅直播间。无数屏幕后
的拇指开始飞速点击手机，观众被集
体消费的速度感召，有的东西还没等
你放到购物车就没了。
“今年的‘双11’大战很大程度上
就是直播大战”。在李佳琦背后的美
ONE公司举办的“双11”发布会上，有
品牌商一语道破了“天机”。
大战之前，李佳琦搞了个
“offer”局，和大品牌疯狂杀价。薇娅
开了几场直播，一再预热产品优惠
力度。
offer是烟雾弹，斤斤计较才是直
播间的王道。“ 双11”还是那场熟悉
的全民狂欢，只是低价的套路一年
比一年多，不记得实实在在的半价
优惠不知从哪一年消失了踪影，只
记得后来规则越来越复杂，套路越
来越多。
而在直播盛行的年代里，在价格
上越来越不能打的“双11”，更显式微。
当低价已经成为常态，只要战线拉得
足够长，平台KPI就有保障。
成功学常说，打败自己的往往不
是竞争对手。平台间“互撕”、狠拼的
年代，尚且能够算作百家争鸣，但真
正让“双11”走下神坛的，恰恰又是它
自己。
除了本身时间轴拉长，各路购物
节也全部拉满。满200减15、满300减
30，年货节、女王节、开学季……叫的
上来名字的，叫不上来名字的，排得

满满当当，月月有，天天有。
打破物以稀为贵，自然就稀释了
消费者的购物预期。平台套路消费
者，消费者也必要擦亮眼睛和历史比
价，和未来算账。
《武林外传》里，神经错乱的姬无
命总结出了“是我杀了我”。在内部竞
争这件事上，做的好了是内部赛马，
稍有差池就容易满盘皆输。
翻车早就见怪不怪了。直播售
假、篡改数据、割韭菜等黑历史，让消
费者心有余悸。一场直播一场空，商
家赔本赚吆喝，直播间有高光时刻，又
阴影不断。
用户本可以通过几分钟完成的
下单动作被分散到了观看直播、计算
规则差价等过程中，其中产生的沉默
成本从来没有被正视过。
“双11”走到今天，数据依旧不会
差。但真实的繁荣隐藏了多少“虚假”、
暗藏了多少风险，也是走下坡路的“双
11”和风口里的直播这一组合必然要
回应的问题。
马云曾说，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他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双11”的造节成功很难复制，十三年
后，“双11”如何高质量地走下去也是
电商们的必答题。而更进一步说，电
商的考题就是消费的考题。
消费者欢呼，薅到了商家的羊毛，
商家窃喜，又完成了一波收割。而年复
一年的“双11”，是不是也在薅自己的
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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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房价格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跌，新房价格在
本月止涨转跌，价格的下行完成由二手房市
场向新房市场的传递。9月市场整体保持下
行，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降至历史低位，9
月全国新房商品住宅销售面积也创2016年以
来历史新低，此外土地市场第二轮集中供地
房企拿地积极性降低，市场预期下降、成交量
低迷导致价格的下跌。

坚定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近期的楼市调控政策影响已经显现，而
除了新房、二手房价格均有所下跌之外，不少
房企业绩也出现下滑。
金地集团近日发布公告称，9月该公司实
现销售面积98.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0.88%；
实现销售金额212亿元，同比下降17.84%。此
外，招商蛇口9月销售数据也显示，该公司9月

实现销售面积98.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67%；实现销售金额233.29亿元，同比下降
21.72%。
针对楼市现状，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王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稳
定房贷利率，不要“一刀切”式地过度压缩房
地产按揭贷款，不要误伤刚性需求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尽可能确保在建楼盘不要发生烂
尾现象。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由于部分房地
产企业信用违约、现金流断裂问题引发行业
层面的传染，进而造成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减轻由于房地产投资波动对经济
增长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三季度例会上提
出了房地产市场的“两个维护”，随后组织相
关部委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对前期
金融调控政策进行纠偏，部分城市房贷利率
已有所下调。
中国民生银行高级宏观研究员王静文表
示，“房地产调控政策近期有所纠偏，央行在
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指出，部分金
融机构对于30家试点房企‘三线四档’融资管
理规则也存在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一些企业资金链紧绷。近期按揭发放明显加
速，部分地区按揭贷款利率也出现下行，房企
的融资环境略有好转”。
就在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
上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个别问题，
但风险总体可控，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
满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
改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
局长潘功胜也强调，在金融管理部门的预期
引导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风险偏好过度
收缩的行为逐步得以矫正，融资行为和金融
市场价格正逐步恢复正常。下一步，金融部门
将积极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坚定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特色小镇纠偏
借小镇之名发展房地产项目、长期停留
在纸面规划、触碰生态红线……特色小镇概
念兴起以来，一批小而美的精品特色小镇涌
现，但也出现了不少错用概念、浑水摸鱼的
“问题小镇”。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
国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导则》（以下简称
《导则》），对特色小镇数量、质量提出具体要
求。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推进城镇化工作
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吴越涛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
“特色小镇发展总体上进入了规范发展
轨道。”

严防房地产化倾向
回看特色小镇在国内的发展，最早起源
于浙江杭州的云栖小镇。从原本的传统工业
园区，瞄准以云计算、大数据为科技核心的产
业方向，云栖小镇探索了一条以产业为先导
的新型城镇化之路。但随着各地特色小镇规
划蜂拥而至，也有“乌云”飘在了小镇上空。
“房地产化”是最突出的问题。据中国社
科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一些地方
快速发展的特色小镇，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
商
“绑架”，打着各种产业旗号，到城市周边的
小镇拿地搞开发，结果房子搞了一大片，产业
却引不来，反而加大了房地产库存。
根据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公布的警示
案例，一些项目错用套用特色小镇概念进行
宣传，如海口市“太禾小镇”实际是房地产小
区项目，衡阳市“金甲梨园小镇”实际是农业
综合体项目。
此外，一些“特色小镇”长期停留在纸面
上，投资运营主体缺失，未开展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和规划、用地、环评等前期工作，未落地
开工建设。如淮南市“剪纸小镇”、宝鸡市“功
夫小镇”、临泽县“戈壁农业小镇”停留在概念
阶段，现已清理。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导则》中明确提
出，严防房地产化倾向，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主
要用于发展特色产业，其中住宅用地主要用
于满足特色小镇内就业人员自住需求和职住
平衡要求；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占比原则上
不超过30%、鼓励控制在25%以下；此外，要
求特色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60%，“三新”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原
则上不低于20%。
“房地产占比30%的控制性数值是最高
值，而不是平均值。为防止个别方面反向操作、
将30%作为追求目标，同时提出了鼓励控制在
25%以下，以引导控制在更低水平。”国家发改
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镇核心竞争力。”《中国特色小镇发展报告》主
编、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育华表示。未来，特色小镇的产业特色将更
加明晰，走向集聚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国家发改委
2020年公布的20个特色小镇典型经验中，聚
力发展主导产业、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也是被
鼓励的方向。

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大力推动特色小镇发展，主要原因就在
于它对带动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
作用。吴越涛介绍，全国1600个左右特色小
镇共吸纳就业人数约440万人、近几年累计
完成投资约3
.5万亿元、年缴纳税收约2800亿
从重数量到重质量
元；每个特色小镇累计完成投资平均约21亿
目前，各地区发展特色小镇从注重数量 元，吸纳就业人数平均约2700人，年均缴纳
逐步转向注重质量。各省份特色小镇清单内 税收约1.7亿元。
保留了1600个左右，其中有19个省份清单内
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特色小镇的意
的特色小镇数量少于50个，“少而精”导向初 义更加凸显。“特色小镇强调的是特色，是针
步形成。
对国内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需求所提出来
吴越涛介绍，接下来将全面施行“一张清 的，也是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特色小
单管到底”，指导各省份全面建立特色小镇清 镇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和城市不一样，城市可
单管理机制，同时根据情况对特色小镇清单 以贪求大而全，特色小镇要求小而美，聚而
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对虚假虚拟的“特色小 齐。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特色小镇
镇”要坚决清理，撤除宣传内容、消除负面影 大多位于乡村，是城市和农村的落脚点，特色
响，切实防止清单外的单体项目命名为“特色 小镇需要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中国城镇化
小镇”。
促进会城乡统筹委副秘书长孙文华告诉北京
传统印象中，特色小镇多以发展旅游业 商报记者。
为主。但实际上，现代制造类小镇是特色小镇
独立经济学家、原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
的中流砥柱。据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特色小镇 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发展报告》，现代制造类小镇占比22%，且质 访时表示：“乡村振兴是长期的事情，我们必
量较高。
须要尊重市场规律、经济发展的规律，确定政
“一提到建设小镇很多地方立刻说要搞 府和市场的边界，并且让农民更好参与城市
景区，其实是不必要的。文化是特色小镇的灵 化发展、工业化发展，考虑农产品怎么和城市
魂，这不仅包括历史文化，也包括创新文化， 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城乡均衡协调的发展。”
要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化、差异化优势，形成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