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

1-4 月份， 商品房销售面积

42192 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1.3%， 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2.3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1

-4

月份
，

住宅
销售面积增长

0.4%

，

办公楼销售

面积下降
4.3%

，

商业营业用房销
售面积增长

7.0%

。

商品房销售额
36222

亿元
，

增长
9.0%

，

增速回落

1.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

增长

9.5%

，

办公楼销售额下降
3.2%

，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
7.5%

。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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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周，首届中国土壤酸化应对行

动峰会暨西洋诺威施碱性肥料系列新品责任

发布仪式在贵阳举行。

据国家农业农村工作部耕地质量监测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李荣介绍， 土壤酸化的主

要原因之一， 就是不合理施肥尤其是氮肥用

量巨大。他表示，土壤酸化是农业生产面临的

严重问题，随着酸化程度的加剧，会造成土壤

养分贫瘠、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导致作物中毒

甚至死亡。

诺威施公司董事长、 贵州西洋实业总经

理贾启彬表示，近年来，西洋诺威施在业内率

先生产了高浓度三元素“三元素复合肥料” ，

pH 值为 8.0 左右，这种肥料是采用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碱性环境非对称反应技术” ，以

及“氮养分酸化反应阻控技术” ，从化学性和

生理性两个方面解决复合肥料天然偏酸的问

题。

国家农业农村工作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处长、首席专家高祥照表示，“当前，酸土改

良为中国碱性化肥产业提供了很好发展机

会， 可以说迎来了调酸改土肥料发展的黄金

时代，碱性肥料在今后将大有作为” 。

（本报记者 余珉琨）

个人房贷利率仍有上升空间

社科院发布《2018 房地产蓝皮书》：

据《北京青年报》 14 日傍晚，余额宝

在用户端发出公告，从 6月 6 日 0 点开始，余

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额度有所调

整，从每日限额 5万元调整到 1 万元，转出到

银行卡普通到账服务（下一个交易日到账额

度）及消费支付等均不受影响。

据了解， 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

到账是余额宝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 也是货

币基金行业里比较常见的一项服务， 用户通

过快速到账服务将货币基金份额当天赎回到

银行卡，最快在 2小时内到账。

余额宝方面人士表示， 这次额度调整只

涉及到转出到银行卡的快速到账服务。 用户

如果使用普通到账， 也就是转出资金在一个

交易日后到账的服务，不存在额度限制，其他

服务也均不受任何影响。

业内人士指出，从公开数据看，余额宝户

均金额仅为 3000多元，所以这次调整对绝大

部分用户没有影响。 而余额宝这样规模较大

的货币基金主动进行不断调整， 对全行业是

一个示范，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行业风险。

余额宝提现快速到账

每日限额下调至 1万元

普通到账不存在额度限制， 调整

对绝大部分用户没有影响

碱性肥料

或成农资新风口

首届中国土壤酸化应对行动峰会

召开

据新华社电 14 日， 中国

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8房地

产蓝皮书》指出，2018 年中国

房地产调控将在以“稳” 为主

的背景下，坚持削弱金融杠杆

的衍生能力。 一方面，个人住

房贷款在市场化资金成本上

升的推动下，贷款利率将继续

上行。

据融 360 最新数据显示，

2018 年 4 月全国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

5．56

％， 相当于基

准利率 1．135 倍， 环比上升

0．9

1％， 相比去年 4 月首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

4．52

％， 上升

23．01

％。

4月，融 360重点监测的全

国 35个城市 533家银行中，有

76 家银行分（支）行首套房贷

款利率上升， 占比

14．26

％，有

26 家银行分（支）行暂停受理

首套房贷业务。 具体来看，工

行、农行、中行、建行首套房贷

款平均利率已达基准利率上浮

12％水平。 其中，首套房贷款平

均利率最低为基准

1．088

倍，最

高为基准

1．196

倍。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个人

信贷部高级专员林东表示，从

2017 年 1 月份至今，全国首套

房平均利率已连续 16 个月上

涨，在“房住不炒” 的基调下，

2018 年部分区域住房信贷政

策仍将收紧， 贷款利率仍有上

升空间。以北京地区为例，近期

工农中建四大行集中上调房贷

利率， 执行首套房贷利率为基

准利率的 1．1倍，二套房按照

基准利率上浮 20％。

《房地产蓝皮书》数据显

示，截至 2017 年末，全国主要

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1．9

万亿元， 同比增速回落至

22．2

％， 较上年降低

14．5

个百

分点，需要注意的是，贷款增速

虽然有所回落， 但仍高于人民

币各项贷款增速

9．5

个百分

点。

林东表示， 从供给端看，

2018 年央行货币政策将逐渐

收紧， 并将继续执行住房金融

宏观审慎政策， 个人住房贷款

增量和结构都将受到统一监

管，房贷资金供给将受影响。

林东指出，目前美国、欧洲

等主要经济体正在逐渐收紧货

币政策， 包括实施加息和缩减

资产负债表， 对我国货币政策

形成一定制约。他预计，未来从

稳定汇率的角度考虑， 人民银

行或将跟随美联储上调公开市

场利率， 这些操作将逐步传导

或直接影响信贷业务的定价水

平。此外，企业部门信贷需求回

升， 也将推动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继续上行。

5 月 3 日， 国家农业农村部

信息显示，全国 500 个农村集贸

市场仔猪平均价格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跌 39．9％；2018 年第 17

周的 16省（直辖市）瘦肉型白条

猪肉出厂价格总指数下跌，周平

均值每公斤 13．77 元， 环比跌

0．2％，同比跌 28．9％。全国活

猪平均价格 10．71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降 1．5％，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 31．2％。

“去年年中，猪价就有下跌迹

象，持续了两年多的‘猪坚强’现

在算是趴在地上了。 ” 养猪 22年

的吉林省梨树县养猪大户王亚

芹说，“现在已经是 2014 年 5 月

以来的最低点了，价格谷底还得

徘徊一段时间。 ”

“我卖猪肉卖了 20 年，今年

跌的最厉害。 ” 安徽省合肥市芙

蓉菜市场王师傅说，往年再怎么

跌，也就跌个一块多一斤，今年

一下子跌了三块钱。

快速下降的生猪价格让部

分养猪企业和大户措手不及。

“我们的一个猪场已经从存栏

900 头调减到 500 头， 但还是调

慢了。 ” 以繁育商品仔猪和种猪

为主的吉林红嘴种猪繁育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昶说，此前已预

料到猪价将会下行，“但下降幅

度出乎意料的大和快” 。 该公司

今年 1 至 3 月亏损 300 多万元，

而该公司去年利润 500 多万元，

2016 年利润更是高达 2000 多万

元。

“干豆腐还每斤 5 元呢，比

肉都贵。 ” 梨树县四棵树乡三棵

树村养猪大户吴昊的猪舍里有

200头生猪面临出栏，“现在生猪

价格每斤四块六七，每头至少要

赔 300 多元” 。 吴昊的存栏规模

约为 500头， 今年 2月已经卖掉

了 300 头，“当时生猪每斤 5．4

元，一头赔了 100元” 。

“两年前刚养猪时，一斤 10

元，一头能赚 600元。” 22岁的吴

昊在两年前开始跟着父亲养猪，

年出栏生猪约 1000 头，“我爸养

了 10 多年猪，经历了几轮‘猪周

期’ ， 我第一次经历大跌， 价格

‘过山车’太猛烈了。 ”

河南省畜牧局检测数据显

示，今年 2月以来，河南省猪肉价

格持续下跌。 从 1月份的 14．99

元／公斤， 下跌至 4 月 25 日的

9．81 元／公斤， 下跌幅度达到

34．6％， 跌破 2014年 4月份的

最低点，创下了 2010年 5月份以

来近八年的新低。

“卖了亏钱，不卖更亏。 ”郑

州市养猪大户刘铁山说，现在猪

价一斤只有 4 块多，卖一头猪至

少要赔 200块钱，赔钱也要卖，因

为留着成本也高， 越养越赔钱。

生猪市场一直波动较大，就是没

想到今年降价这么厉害。

与此同时，作为饲料主要原

料的玉米价格不断攀高，河南省

猪粮比价为 5．03：1，已经连续 8

周低于 6：1 的盈亏平衡点，生猪

养殖行业处于全面亏损状态，养

殖户每出售一头商品猪平均亏

损在 300元左右。

部分地区生猪出栏价近乎

腰斩，下跌行情多年罕见。 广西

武宣县金鸡乡养猪大户覃霆宁

说，2017 年生猪出栏价每斤 8 元

左右， 但是在春节前后开始下

跌，现在跌到 5元以下，而成本在

6 元以上， 所以每出栏一头猪要

亏 200 元以上，价格跌得这么厉

害，近年来很少见。 但是，饲料的

价格一直稳定没下降，甚至四月

份饲料价格还稍有上涨。 已经有

养殖户在清场了，实在亏得承受

不了。

据新华社电

“猪坚强”趴在地上了

越卖越亏，不卖更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