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排量车减购置税

主管部门：没听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我不知道，

也没有做过这件事。 ” 针对“国家发改委提

交 1.6 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车辆购置税

由 10%减至 5%议案” 的传闻，10 月 30 日，

一位接近发改委的相关人士向记者如此表

示。

10月 29日，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

称，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已经提交了

一份提案，考虑将汽车购置税减半。 此前，

路透社也曾报道称，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曾

向国家金融和商务部门提交文件， 建议将

汽车购置税减半。 但随后中国汽车流通协

会官方否认了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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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前三季度

亏损 14.89亿元

据《北京商报》报道 乐视已无法停止亏

损的步伐。 10月 29日晚间，乐视网披露的三

季报显示，前三季度营收 13.48亿元，同比下

降 77.88%，净利润亏损 14.89亿元。 在 10月

15日乐视网召开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上，乐视网财务总监张巍表示，乐视网三

季度巨亏主要是由于版权摊销成本和债务财

务成本， 公司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方式来改善

当前的情况。

事实上，近一年来，乐视网都陷在亏损的

泥潭中。2017年前三季度，乐视网实现营业收

入 61.52亿元，同比下降 63.37%；亏损 16.52

亿元，同比下降 435.0187%。 2017年全年，乐

视网营收为 70.25亿元，同比减少 68%，利润

方面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 亏损

额为 138.78亿元。

自乐视危机以来，“资金紧张”一直是乐

视网的主题。乐视网半年报曾披露，截至 2018

年 6月 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 -4.77亿元。 在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业绩

预告中，该公司称 2018年 1-9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依然为负。若 2018年全年

经审计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仍旧

为负，乐视网的股票就会被暂停上市。

四季度楼市或继续深度盘整

商办市场进入

新一轮调整期

据新华社电 近日,商办运营平台好租发

布《2018年第三季度商办数据报告》 显示,

2018年第三季度一线城市大面积、 高价格段

需求回落,商办市场已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受到退租增加及新增供应的叠加影响,

市场整体空置面积增加。 报告显示,2018第

三季度, 一线城市累积可租面积同比增长

67.25%,其中,北京可租面积同比增长 57%,上

海、广州同比增长 47%,深圳可租面积同比增

幅达 118%。 而在租赁成交方面,四个一线城

市成交同比均显下滑之势。 具体来看,北京

成交同比下调 27%、上海成交同比下调 22%,

广州、深圳则分别下调 9%和 37%。

从客户需求来看,新经济依然是需求支

柱。 IT、 互联网类三季度占比从一季度的

37%增至目前的 40%,而金融业、文化类、贸

易类则占比下滑。金融业从一季度的 11%降

至目前的 9%,文化、传媒类从此前的 10%降

至 9%,贸易、零售业更是从 18%降至 13%。

好租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匡健锋表示,结

构性去杠杆和中美贸易冲突等宏观经济因

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办市场的供应和需

求,租金承受力也有一定回落。

因此,匡健锋表示,核心城市新增规模有

限,中国商办市场经历了多年飞速发展后,投

资增速逐渐下降进入存量时代。 未来,商办

市场投资或集中在城市更新、运营、增值服

务、租赁、二手买卖和REITs等细分市场。

2018 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层层

加码 ,中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 总基

调,地方层面“四限”扩容。 进入三季度,

城市市场进一步分化, 土地流拍现象也

有所增多, 企业着力推盘回笼资金而谨

慎投资的意图愈加明显。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 四季度房地产市场深度盘整概率

进一步增大。

住宅销售市场疲态持续

全国土地成交热度大幅下降

今年前三季度,重点城市房

地产市场成交普遍低迷,“金九

银十” 整体失色。 近日,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 ,

2018年 9月份,受监测的 100 个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为

4379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4.2%。

今年 9 月份,很多房企有追

赶年度业绩的意愿,地方政府在

预售证发放方面也加快了节奏,

这使得新增供应表现活跃。 9月

份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月

度新批准预售面积为 5608万平

方米,环比增长 25.7%,同比增长

22.2%。 综合历史数据来看,9 月

份房企推盘节奏明显加快,为历

史第二高水平。 其中 2016 年 4

月份新批准预售面积为 5612万

平方米,为历史最高水平。

不过综合供求市场数据,9

月份市场走势弱于预期 ,“金

九” 成色不足。 2018 年 9 月份,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供应

量为 5608 万平方米, 而成交量

为 4379万平方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分析认为:“在过去

连续 9 个月出现供小于求的态

势基础上,9 月份首次出现供大

于求态势。而且对比历史数据,9

月份供大于求的矛盾是最尖锐

的。 房企重新面临去库存的较

大压力,进而也倒逼房企积极降

价。 ”

他进一步指出, 今年 9 月

份,受监测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存销比即库存去化周期为

9.2 个月, 这也意味着市场需要

9.2个月的时间才能消化完这些

库存,该数值相比 8 月份时的 9

个月有所反弹。“类似反弹或也

说明,存销比正开始走出历史低

位水平,即在 9 个月历史低位水

平上小幅反弹。 ”

从销售价格来看,受政策持

续深化影响,购房者预期出现转

变迹象,市场开始逐步调整。 中

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前三

季度百城新房价格涨幅持续收

窄。 1-9月累计上涨 4.05%,较去

年同期收窄 1.85 个百分点,9 月

房价下跌城市数量明显增多,部

分城市二手房价格出现明显调

整。

受住宅销售市场低迷行情

影响,今年以来土地市场热度持

续下降,一二线热点城市地价涨

幅收窄,溢价率低位徘徊,土地

流拍与底价成交现象普遍增

多。

同策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 当月全国

300 城市建设用地共成交 3674

宗,比 8 月减少 2391 宗,比去年

同期减少 2347 宗; 成交金额达

3591.43 亿元,环比下降 28.15%,

同比下降 33.60% ; 成交建面

24379.15 万平方米 , 环比下降

26.10%,同比下降 27.91%;平均

成交楼板价 1473.16 元 / 平方

米, 环比下降 2.77%, 同比下降

7.89%。

不仅如此, 从城市能级来

看 ,全国各线城市成交面积和

金额环同比皆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 ,同时成交楼板价亦有所

下滑。同策研究院分析人士指

出 ,“当月各线城市拿地热情

大幅下降。 尤其是 ,一线城市

住宅用地成交量价齐跌 ,而商

业用地成交量价则有大幅上

升 , 但都远不如去年同期水

平。 ”

具体数据显示,从土地市场

成交面积来看 ,9 月份成交

357.22 万平方米,环比小幅下滑

1.43%,同比下降 63.90%。住宅和

商业用地成交面积环比分别下

滑 20.46%、上涨 72.51%,与去年

同期相比分别下滑 39.66% 、

72.11%。

伴随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深

入,上市房企在业绩规模竞赛中

加速奔跑。 与此同时,房企土地

储备规模与结构对业绩的影响

越来越大。 不过,今年以来,大型

房企在土地市场的收储动作整

体放缓。

从典型房企在土地市场的

拿地成交金额来看 ,9 月前 20

家上市房企土地成交金额集中

度环同比下滑明显,远低于去年

同期水平。 当月 20家房企土地

成交金额 707.26 亿元, 环比下

滑 49.23%,同比下滑 69.79%。 从

成交建筑面积来看, 当月 20 家

房 企 土 地 成 交 建 筑 面 积

2229.69 万平方米, 环比和同比

分别下滑 39.92%、46.79%。

综合 1-9 月累计成交量来

看,20 家房企 1-9 月共计成交

11805.30 亿元,占全国 300 城市

土地成交金额的 28.54%,占比同

比下滑 15.47 个百分点;而从成

交建面来看 ,20 家房企共计成

交 30785.71 万平方米, 占全国

300 城 市 土 地 成 交 建 面 的

10.80%,占比同比下滑 3.54 个百

分点。

中指院相关负责人分析指

出,今年以来,限地价、限房价、

竞自持、竞配建、共有产权用地

等成为热点城市推地的重要要

求。 对于企业来说,这些限制条

件对项目盈利和周转带来一定

压力,且对企业资金实力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 300 城市共流拍 449 宗住

宅用地, 总规划建筑面积 5666

万平方米, 约是 2017 年全年流

拍地块总规划建筑面积的 1.8

倍,流拍面积占总推出面积的比

重在三季度达到峰值。 上述中

指院负责人分析表示,“同时,底

价成交地块数量明显增多,土地

市场降温明显,进一步强化了房

地产市场预期转变。 ”

今年上半年,在“坚决遏制房价

上涨” 的市场总基调下,调控政策不

断加码,受限价政策影响,房企给出

的让利空间十分有限。 随着“金九

银十”推盘旺季到来,从 8 月底开始

部分房企率先开启全国范围内的降

价促销。

近两个月以来, 在市场成交降

温的背景下,为缓解去化压力,房企

打折促销甚至“降价” 的项目越来

越多。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

显示,近段时间以来,恒大、碧桂园、

富力、保利、融创、中海等大中型房

企陆续开启促销活动。

9、10月份, 参与促销的房企阵

营不断扩大, 从大中型房企新城控

股、阳光城、中粮集团、金科集团再

到中小型房企珠光集团、 敏捷集团

等,参与折扣的房企越来越多。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分析师沈

晓玲表示, 结合目前的销售情况看,

今年的“金九银十” 可谓惨淡,十一

黄金周成交表现不如预期, 多地项

目开盘去化率显著下降。 作为传统

的推盘旺季, 有大量的楼盘上市,预

计随着房企冲刺全年销售目标,四

季度势必有更多的房企加入到打折

促销活动中来。

据该机构统计,近 20 家房企在

9-10月份采用了多盘联动营销。此

外, 和去年同期平均 9.5 折相比,今

年折扣力度也加大至 9.3 折。 今年

9、10 月份无论是单个楼盘项目,还

是整体市场,折扣力度加大。

“步入 10月,楼市‘秋意’ 更显

著, 从目前的成交数据来看,‘金九

银十’成交乏力,市场的降温趋势比

较明显。 ”沈晓玲分析认为,预计随

着调控政策继续从严, 房企推盘量

的增加,去化压力增大,需要通过更

多的让利优惠来冲刺四季度业绩。

“按照目前的打折力度,预计行业四

季度的整体让利空间将进一步打

开, 整体行业打折力度仍应该维持

在 9折左右。 ”

四季度,房地产调控面临的宏观

经济环境仍然复杂,市场预期正在加

速重塑。四季度将更加注重保持调控

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上述中指院

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坚

持不放松,因城施策下各线城市市场

继续呈现周期轮动行情,让本轮市场

换挡周期明显延长” 。

“近期,热点城市新项目开盘去

化率明显不及以往,预计四季度市场

将在分化中步入调整。 ”该人士进一

步表示,预计四季度一二线热点城市

新房、 二手房市场量价将进一步松

动,中西部二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量价

也将率先出现回落,新房市场相对稳

定,而多数独立三四线城市新房市场

后劲不足,市场将从上行进入平稳运

行周期。“全国整体销售规模也将面

临调整,价格涨幅进一步收窄,房地产

开发投资额与新开工增速将从高位

回落。 ” 据新华社

房企让利空间进一步加大

近日，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官网发布《关于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的通报》，《通报》 内容中显示，日

前，住建部称已与国家统计局联合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做好

房价统计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

统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高度

重视房价统计工作，规范和加强网

签备案制度，及时准确报送网签数

据，确保网签数据真实可靠，严把

房价数据质量审核关，严肃查处房

价统计违法行为。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我国

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出现了局部

地区投资过热、 房价虚高等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是市场的晴雨

表，房地产数据不真实容易影响市

场预期。 因此，需积极规范房价统

计工作，将稳定房价及展示真实价

格相结合。 综合

住建部要求：

地方上报真实房价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