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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微妙“
贸易战”：美国加税清单中约 10%“
零进口”
十年生聚

A2 财政部首次对 PPP 摸家底
“
红线”专报锁定财政支出

A7 债市违约“惊”动市场信心

图说金融

本期热词

B1

监管层警示银行大额风险

“
豪赌”丹东
虽然外界普遍看好丹东未来前景，但中朝在国情等方面均存在不小差异，加之丹
东“夹缝”中求发展的现实，投资者应正视。 多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投资

《办法》对市场的影响

者或购房者前往丹东要避免盲目跟风。

地方债
“
借新还旧”发行提速

“
豪赌”丹东——
—B13

1

提升金融服务的质效

B3 税延养老保险产品指引：
突出“保障 + 让利”

A5~A6

引导银行回归本源，

“兜底”票据案

3

弱化对同业业务的依赖

2

B6 投资派调整业务

上述几起票据案与该村镇银行部分工作人员私刻公章导致票据违约有关。 随着

影响

电子票据的发展，票据业务的透明度提升，同时新交易模式也面临新的合规挑战。

江阴银行票据案计提 1.3 亿 ——
—B1

引导银行将更多资金
投向实体经济

CPI 回调

4

“
金交所模式”再出发？

推动商业银行提升集中度风险

部分行业的涨价可能是受供给收缩、需求推动等因素的影响，还需要警惕原材料上涨

管理水平，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

引发企业成本上涨的风险。 但从整体来看，年内 CPI 通胀压力或不大，物价可能不会成为
年内宏观政策重点关注的目标。

C5 中国品牌进化史：

“成本上涨”难阻 CPI 回调 货币政策中期无惧通胀掣肘 —A4
——

诚信、品质让百年老字号回归

C7 几经沉浮
民族品牌对战国际巨头

D1 治理民间借贷暴力
催收乱象需制度创新

C1~C8

中国品牌日专题

社评

制度不断完善下共有产权住房将改变楼市生态
日前，北京市住建委对《关于加
强限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知》正
式公开征求意见， 对限价房政策进
行了重要修改， 增加了限房价项目
与评估价之比。 若该比例高于 85%，
该限房价项目将由开发商作为商品
房自行销售， 但需满 5 年后方可上
市交易；若该比例低于 85%，由市保
障房中心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住
房， 购房人获得销售限价占评估价

房价的 70%， 且毗邻永丰产业园和地
铁，但选房当天一直轮到 1600 号才将
431 套销售房源售罄。
究其原因，共有产权房其实是将
商品房的居住属性与资本属性彻底
分开，投资和投机者由于始终无法获
得房屋的全部产权、无法实现转手盈
利，自然不会选择购买。 而对真正的
无房刚需族而言，购买共有产权房不
仅购房成本低于市场价，还可享受与

达国家之上。 而且，当前我国人口结构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劳动人口比例
已呈下降趋势， 老年人口比例则快速
上升。 同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生育率逐年降低是必然， 即使全面二
孩放开也不能避免，这点从 2017 年生
育率比 2016 年下降就可看出。未来这
一趋势仍将延续，日本、韩国的经验表
明劳动人口占比触顶回落后房地产市
场会在其后的 5 年左右到顶。

这其中投资和投机需求又占了大多
数，而这样伤害最大的就是刚需。
因而，未来保持房地产市场健
康平稳发展就有了两个清晰的着
力点，一是如何保持已售出的商品
房在居民间合理分配并避免楼市
泡沫刚性破裂。 在这点上我们看到
过去一年在热点地区限售政策其
实是锁住了既有房屋的流动性，即
使未来房价下跌居民在限售期也

住房和中小套型住房约占未来 5 年
新供应住房的 34%，约 50 万套。 这意
味着未来面向刚需的共有产权房供
给量又将大幅提升，缺乏了刚需的接
盘二手房市场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更进一步考虑，北京作为全国楼
市调控政策的风向标，共有产权房政
策在北京取得实验成功后未来极有
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推广后将对
全国楼市的生态系统产生一系列深

由政府收购二手房再以共有产权房
形式卖给轮候者也不失为好的选择。
同时，未来假如购房者出售其拥有的
产权，政府如何评估同样是一个大问
题，评估过高政府吃亏并可能重新引
来投资和投机者，评估过低购房者吃
亏，因而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管
理体系，保证双方权益。 对开发商而
言，楼市单边上涨的过去 10 年，开发
商只要踩准了楼市 3 年周期变动规

比例部分的产权份额， 剩余比例产
权相应转化为市保障房中心代持的
政府产权份额。
之所以要对限房价项目政策进行
修改，主要源于限房价项目普遍低于市
场价，对投资和投机者而言存在套利空
间，而增加了转为共有产权房的条件后
套利空间将被大幅压缩。这点在当前销

商品房同样的教育等隐性资源。 共有
产权房的制度设计似乎为困扰中国
楼市多年的如何区分
“刚需”问题找
到了一条合理的出路，也是落实“房
住不炒”原则的最有力体现。 不过，更
深刻的变革还在后面。
当前我国已经过了房地产的建设
高峰时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

通俗地说就是我国当前所建成
的房屋足够全体居民居住，供需矛盾
导致的 2016~2017 年房价全面上涨
主要原因在于房屋的分配不均，新建
商品房大部分被投资和投机者买走
了，或者说是商品房的资本属性已大
幅超过居住属性。观察商业银行新增
贷款中居民贷款比例也可以发现，

无法出售，进而避免了商业银行的
坏账风险。 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
税逐渐进入立法程序， 未来 （5 年
后）可补充地方政府因土地出让金
减少所导致的基金性收入减少问
题，同时也将增加拥有多套住房居
民的房屋持有成本；二是新建住房
主要面向刚性需求群体，减少投资

远的影响，购房者、开发商运营模式
都将发生改变。
对购房者而言，共有产权房的推
广可有效降低刚需购房成本，但当前
全国各城市中心区土地基本已经用
完，新建商品房多在城市周边，交通
与其他配套不足是主要问题，未来如
能将共有产权房推广至二手房领域，

律，采取高杠杆的办法是可以获得高收
益并实现迅速扩张的。未来共有产权房
逐步推广后， 市场波动性将显著下降，
近期诸多大型房企已明显加大对资金
周转率的重视，有些甚至已经开始考虑
转型， 一些中小开发商将逐步退出市
场。 总之，制度不断完善下共有产权住
房将彻底改变楼市生态系统。

售的限房价项目和共有产权房项目遇
到的
“
冰火两重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限房价项目由于低于周边市场价而基
本上推盘后就
“
日光”，共有产权房项目
则并不那么火爆。此前海淀区首个共有
产权房项目含装修价仅为该区域二手

来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
截至 2016 年末，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
宅建筑面积已达 36.6 平方米， 一线城
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也均达到 30 平

2012 年居民贷款占新增贷款比例仅
为 27.8%， 到了 2016 年这一比例达
到 49.9%，2017 年更是达到了疯狂的
52.7%。由于居民贷款中房贷占比高达

和投机需求对刚需的挤占，共有产
权房的提出主要就是用来解决这
方面问题。
现实情况是，北京市在新一轮城

方米以上， 这一人均居住面积在全球
可以排到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

9 成以上，所以基本可以说 2017 年的
新增贷款一半都被居民拿去买房了，

市总体规划中提出，未来 5 年新供应
150 万套以上住房，其中，共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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