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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滚动栏

》热盘点击

由于受到本国国内经济增长速
度缓慢、房地产价格下滑以及高失业
率的影响，丹麦的金融业正遭受着前
所未有的冲击。有消息称，世界知名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已对外宣称将丹
麦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连降两级。在
目前市场不景气的时期，是否选择进
驻丹麦房地产市场，从而从中获得一
些意想不到的收益，是海外投资者们
需要考虑的问题。 西西

房贷模式———
最古老、稳健的贷款模式

降低风险是丹麦贷款模式的核
心。资金平衡原则，即政府规定所有
涉及房地产的贷款皆须由专属抵押
贷款银行通过发行抵押债券在市场

上进行融资，而相关融资额度、期限、
利率必须和债券发行金额、期限以及
利率完全匹配。此类资金平衡原则有
助于实现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分
离，也就意味着当地抵押贷款银行所
承担的风险仅限于由于借款人违约
所带来的信用风险，而一般情况下，
当地银行都会制订严格的信用评估
模式来控制信用风险以降低可能存
在的风险值。此外，丹麦完善高效的
房产注册系统也极好地保护了抵押
贷款银行对于房产的所有权。值得一
提的是，丹麦贷款模式并未为投资者
带来额外的不利因素，且当地银行禁
止使用“ 诱惑利率”（ 即在初始阶段
运用低利率对借款人进行诱惑）的
制度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投资者的
利益。此类房贷模式的好处在于，可
以使整个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地发

展运作，并且为投资者架设一个相对
安全的投资平台。

租赁市场———
投资房产的另一条出路

丹麦的房屋租赁价格走势正与
房屋买卖价格趋势背道而驰，攀升势
头良好。据相关数据分析显示，与
2007年的租金价格相比，哥本哈根一
些区域近年来的租金价格上涨15%，
而奥胡斯的房产租金价格涨幅则在
20%左右。选择在此时涉足当地房产
市场或许会获得一些意料之外的收
益。时值丹麦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滑，
且其国内的房产购买力相对较弱，而
对于租房的需求却与日俱增，再加上
该地区房产市场的规范性、稳定性和
安全性，或为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
些许转机。

租金快速上涨推动丹麦楼市

针对近期媒体关于一些城市
以“ 稳增长”为名拟放松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的报道，中国住房
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日前 表
示，今年前5个月，房地产市场延
续了去年以来的回调态势，调控
成效进一步显现，在一系列政策
的影响下，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
得到遏制，房价涨幅回落，部分城

市房价有所下降，房地产市场总
体上朝着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同
时，这位发言人还强调将坚持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住房
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
密切关注各地执行调控政策的情
况，对于地方出台放松抑制不合
理购房政策的，将及时予以制止
或纠正。

作为一项常规检查，今年的银
行业贷款五级分类的检查工作正在
进行之中。而在检查中发现，部分银
行对房地产贷款五级分类的审慎性
不足，逾期90天以上的房地产贷款
仍未划入不良贷款，贷款质量未得
到真实反映。其中，商业银行为确保
监管达标，存在“ 借新还旧”、“ 担

保变抵押”等违规操作，使分类出
现较大偏差。相对而言，国有银行的
五级分类相对较为规范，偏离度不
大，而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
问题则较严重。据了解，银监会已将
督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实贷款五级
分类，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作为了今
年的一项工作重点。

6月1日国际儿童节之际，由东
方早报与上海联通联合主办的“ 雪
域童年”启动仪式在中信泰富广场
举行，12位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
将带着由热心人士和企业捐赠的
物资前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西昌市川兴镇高中农场金新小学，
展开为期10天的爱心支教行动。

“ 雪域童年”大型公益支教行
动，旨在通过组织受过良好教育和
有专业特长的白领精英到西部贫
困山区乡村小学支教，为当地孩子

打开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在
这六年里，“ 雪域童年” 的志愿者
们走过了青藏高原上的日喀则、云
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
乡茨中完全小学、香格里拉尼西完
全小学、四川省茂县叠溪镇中小学
和新疆喀什市叶城县依提木孔乡
中心小学，为改善当地教学条件和
师资力量作出了有力的贡献。而雪
域童年“ 双城记”和“ 世博夏令
营” 更是为上海和西部的孩子们
带来新的爱心互动体验。

住建部：及时制止或纠正
地方放松楼市调控政策

逾期90天以上房贷仍未划入不良

上海楼市的“ 红五月” 刚刚过
去，而按近年惯例，上半年往往是推
豪宅的好时机，短期内该类产品或将
有一波成交小高峰，沪上中高端楼盘
入市的积极性正在提高，多个豪宅计
划6月入市。近日，滨江一线豪宅国信
世纪海景也准备加紧推盘，启动了

“ 滨江滨海”战略，在上海首次公开
了国信集团开发的位于“ 大三亚”西
南乐东的15.3平方公里综合性高端
旅游项目“ 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
区”，该项目计划总投资300亿元，建
筑面积约290万平方米，规划了8-10
座五星级和超五星级酒店、高尔夫、
游艇、直升飞机、温泉等五大高端运
动休闲配套，以及海景住宅、大型离
岛免税商场、中国首个海下餐厅。龙
沐湾是海南省西部开发的龙头项目、
海南省重点项目，也是海南、江苏两
省合作的示范项目。因此，两个项目
的齐齐亮相、双盘联动受到了国内外

市场的一致关注。
江 苏 国 信 地 产 是 江 苏 省 国 信

集团和其全 资 子 公 司 江 苏 省 房 地
产投资有限 公 司 正 在 致 力 打 造 的
一个产业品牌。集团总资产逾888
亿元，净资产达454亿元。近年来，
国信集团开始走出江苏，在全国范
围内战略布局，选择极具升值潜力
与开发前景的地块进行产品开发。
除了在上海 陆 家 嘴 滨 江 核 心 区 域
开发豪宅产品外，其在海南最新开
发的15.3平方公里综合性高端旅游
项目：国信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
同样引人瞩目。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00 亿 元 ， 建 筑 面 积 约 290 万 平 方
米，规划了8-10座五星级和超五星
级酒店、高尔夫、游艇、直升飞机、
温泉等五大高端运动休闲配套，以
及海景住宅、大型离岛免税商场、
中国首个海下餐厅。龙沐湾是海南
省西部开发的龙头项目、海南省重

点项目，也是海南、江苏两省合作
的示范项目。一经面市便受到了国
内外市场的一致关注。

据了解，龙沐湾是继三亚亚龙
湾、三亚湾、大东海之后，定位最高
端、配套最完整、最具发展潜力的旅
游度假项目，作为江苏省国有企业在
省外投资最大的项目，龙沐湾将开发
海岸圈层文化理想居住地，带来高端
的旅游度假体验，打造成一个媲美迪
拜“ 棕榈岛”的世界级湾区。

在谈到为何要以如此优惠的活
动入市时，国信地产上海中江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豫表示，一
方面，国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
在上海进一步增加其海南龙沐湾项
目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龙沐
湾，走进龙沐湾；一方面，国信地产作
为老牌国企，秉承惠于民的精神，反
对追求暴利，主张让利于客户，形成
互惠互利的共赢局面。

国信开启“ 滨江滨海”战略

上海楼市上演“ 双城记”

2012年9月，将在上海举办首
届“ 国际陶瓷卫浴新品发布展示
暨全球时尚陶瓷设计节”。据悉，

“ 国际陶瓷卫浴新品发布展示暨
全球时尚陶瓷设计节” 是由中国
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主办、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装饰艺术陶瓷专
业委员会及上海意邦全球建材饰
界承办。该活动突破原有会展模
式单一，时间短促、实效减弱的弊
端，而行业品牌同样需要在一个
具有国际化专业运营模式的平台
下，通过上、中、下游的联动，让品

牌商、经销商、开发商、设计师、消
费者零距离互动，营造建材流通
领域一体化营销中心。

上海与生俱来的国际化品牌
形象，成为建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
不二选择，将展会设立于上海，更
是源于建材行业新型商业模式的
代表———意邦全球建材饰界。屹立
于上海重点发展区域———大虹桥
商圈的意邦，地处于江浙沪咽喉要
道，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项
目总规模88万平方米，定位为全球
建材品牌营销基地与旗舰集群。

房产调控依然继续，各地楼
市成交冷清和多地土地市场冷清
的背景下，上海土地市场却开始
掀起波澜。6月6日，有“ 地产黑马”
之称的佳兆业集团，继上海奉贤
区成功打造“ 珊瑚湾”项目后，砸
下 4.07 亿 元 抢 得 嘉 定 区 马 陆 镇
28-01地块。

2012年6月6日，在上海国有土
地拍卖会上，佳兆业以4.07亿元，
一举拿下嘉定区马陆镇28-01地
块，在房地产界立即引起关注与
热议。

记者了解到，此次拿下的马
陆镇28-01地块，将是佳兆业所开
发的珊瑚湾项目之后的作品。据

悉该地块位于嘉定区嘉定新城南
部，该地块距地铁11号线马陆站步
行仅300米，占地23307.3平方米，
容积率2.5，属于嘉定区近一年来
推出的相当优质的地块。据了解，
本项目定名“ 佳兆业大都汇”，计
划10个月后开盘销售，产品将以80
平方米的2房和100平方米的小3房
为主，完全面向刚需购房者。

据佳兆业上海公司总经理王
洪伟介绍，佳兆业继成功开发奉
贤区珊瑚湾项目之后，将重金打
造嘉定项目，预计将借助优越的
地段和配套，将马陆地块打造成
嘉定城区又一高品质的人文 社
区。

佳兆业布局大上海“ 弯道超车”

意邦举办全球时尚陶瓷设计节

雪域童年支教行于中信泰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