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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记者手记]

政策打出组合拳
“稳定住房消费”是主基调

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自3月1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
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各0.25
个百分点。今年首次降息虽然对
购房者而言月供再度减轻，但一
季度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
仍双双同比下降近10%，延续了
2014年以来的低迷态势。

今年全国两会后，多部委打
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3 月 27
日，国土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新
政，提出多种解决方法，从供应
端出发，调节市场供求矛盾；3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住建
部、银监会三部委联合发布《关
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将二套房首付比例下
限下调至四成，公积金贷款购买
首套房首付最低降至二成。同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发
布《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
税政策的通知》，将普通住房营
业税免征期由五年改为二年。

此后，央行又分别在 5 月
11日和6月28日两度降息。这
意味着，房贷利率和个人住房公
积金存贷款利率亦相应下调。

业内人士认为，年内的三度

降息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大大
降低了购房成本，提高了刚需和
改善性需求人群的购房意愿。

“330”成分水岭
楼市销售量价开始“转正”

业界普遍认为，“330新政策”
是上半年楼市的分水岭，自此，全
国楼市由点及面开始复苏。上半
年房地产销售和房价监测数据，
印证了市场人士的这一判断。

成交方面，全国商品房销售
额增长率在5月实现“转正”，重
点城市楼市明显回暖。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
商品房销售面积虽同比下降
0.2%，但销售额却率先实现“转
正”，同比增长3.1%，为2014年
2月以来首现正增长。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高级统
计师王宝滨说，5月份当月，全
国商品房销售快速增长，销售面
积9612万平方米，增长15.0%；
销售额6670亿元，增长24.3%。
1至5月份，40个重点监测城市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同 比 增 长
1.7% ，而 1 至 4 月 份 为 下 降
3.6%；销售额增长5.8%，而1至4
月份为下降2.0%。

6月份，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监测的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面积为 1995 万平方
米，环比增长 4.3%，同比增长
69.3%。连续4个月出现环比增
长的态势。其中，北上广深四个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
积为 399 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4.0%，同比增长84.3%。深圳尤
以环比增长25.5%，同比223.6%
的惊人增幅领涨全国。

随着市场成交量的稳步上
升，4月份，70个城市房价止跌
反弹，终结了此前11个月环比
下跌的态势。并且，自去年5月
以来，一线城市房价首次出现全
面上涨。

王宝滨认为，上半年后期全
国商品房销售市场回升的主要
原因是，房地产调控组合拳效果
开始显现，市场预期发生转变。

6月30日，多个城市出现土
地竞买热点，北京、武汉等地甚
至出现房企抢地现象。武汉同
日挂牌出让的3宗地块以61.22
亿元的总价出让，且诞生两个新

“地王”。北京市的两宗土地成
交总金额更高达33.8亿元。

“地市的火爆说明市场预期
发生了逆转，全国房地产市场下
半年成交量将明显高于上半
年。”易居研究院称。

据新华社电

政策组合拳提高了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人群的购房意愿

下半年商品房销量有望超上半年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上周上海地区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开始回
落。在央行降息降准之后，市场
资金流动性已经得到很大程度
上的释放。而在这套宽松政策
的组合拳之后，上周央行又在公
开市场上进行了500亿7天逆回
购操作，进一步释放短期市场流
动性。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上
周（2015年6月27日-7月3日）
上海地区发行的人民币非结构
性银行理财产品总数为375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05%，较之
前一周下降 0.08 个百分点，平
均投资期限为120天。

按投资期限划分，上周投资
期限在一个月以内的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0.05个百
分点至4.58%；1至3个月期限的
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0.11个百分点至4.96%；3至6个
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
益率下降0.08个百分点至5.1%；
6个月至12个月期限的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上升0.06个

百分点至5.22%；1年以上期限的
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0.46个百分点至5.17%。

而本周上海地区共59款人
民币理财产品预售（预售时间：7
月4日-7月10日）。其中预期
收益率最高的是上海农商银行
发 行 的“‘ 鑫 意 ’理 财 福 通
V15024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高
净值客户产品）AV15024”，该产
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类型，投资
期限为99天，预期最高收益率
为 5.75%，投资起点为 100 万
元。保本类理财产品中，预期收
益率最高的则是杭州银行发行
的“‘幸福99’稳健盈家KF01号
第557期预约365天型银行理财
计划（上海分行专属）BZ1657”，
该产品投资期限为365天，预期
收益率为5%。

银率网分析师认为，7月市
场资金将回归宽松格局，理财产
品还是会处于下行通道之中，理
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也会继
续下降。因此建议投资者，在资
金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中长期理
财产品，锁定收益。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7·8全国保
险公众宣传日”正式拉开帷幕，
在上海保监局指导下，由上海市
同业公会牵头，上海保险行业各
机构积极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形
式多样的公众宣传和教育活
动。按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部
署，在“保险 让生活更美好”的
大主题下，今年的“7·8全国保
险公众宣传日”以“一键保险，呵
护无限”为年度主题，以“互联
网+改革创新”为主线，旨在全
面提升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全
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上，各
大险企尝试了不少新型的传播
模式。比如，中国人寿等机构联
合行业力量，开展了“快闪你我
他”活动，用时下最流行的“快闪”
舞蹈手段，吸引公众关注目光。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则组织开展
了上海保险微电影作品征集和颁
奖活动，经过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目前微电影大赛征集到电影剧本
54个、微电影作品30个，并通过
互联网、微信、微博、电视等方式
将优秀微电影向社会进行广泛宣
传，推广保险理念。

市场资金将回归宽松格局

7月可选择中长期理财产品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银 联 昨 日 发 布
2015年6月份“新华·银联中国
银行卡消费信心指数”（BCCI）显
示，6月份BCCI为83.58，环比下
降 0.41，同比下降 1.69。宏观
经济运行平稳，但个人投资收益
波动较大，BCCI数值略有下降。

具体来看，6月份持卡人超
市类消费支出占比较上月增加
0.4个百分点。但受6月梅雨天
气及考试季等多种因素影响，样
本持卡人出行减少，宾馆类交易
占比下降 0.42 个百分点，餐饮
类交易占比下降 0.24 个百分
点。其他非生活必需品方面，样

本持卡人箱包皮具类交易金额
环 比 下 降 37.22% ，占 比 下 滑
0.11个百分点；珠宝工艺类交
易金额环比下降 18.85%，占比
下降0.16个百分点；一般百货
类交易金额环比下降 14.09%，
占比下降0.62个百分点。6月
份汽车市场需求萎缩，持卡人汽
车销售类商户交易占比下降0.3
个百分点。

银联指出，6月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制造业PMI为50.2，与上
月持平；汇丰中国制造业PMI略
有回升。持续释放的政策利好
对BCCI数值稳定有促进作用，
而股市继续震荡可能使BCCI波
动有所加剧。

银联发布消费信心指数

6月超市持卡消费同比增加

保险公众宣传日拉开帷幕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带动下，逐渐摆脱2014年以
来的低迷走势，到二季度楼市开始企稳回暖。专家分析，尽管部分城市库存
压力仍然较大、城市间分化加剧、成交冷热不均，但楼市局部回暖的态势已经
确立，下半年商品房整体销量有望超过上半年。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一系列应对下行压力的有效举

措掷地有声。围绕稳增长话

题，记者赴各省市调查采访过

程中，看到了经济运行中正在

发生的积极变化，感受到了中

国经济增长的底气。

这种底气来自转型的智慧。

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

到底要靠创新，靠转方式调结

构，这已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

的共识。

采访中，记者不时为政府

官员和企业家的远见卓识所折

服。在地处西部的重庆，政府

在东部大规模产业转移前就已

谋划产业布局，企业进入时可

以得到完整产业集群带来的便

利，各种投资自然纷至沓来。

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个

发生在企业的惊险而又精彩的

故事，或是在困难时大胆投资

研发，或是在景气时急流勇退，

或是在瓶颈时另辟蹊径，每一

步惊心动魄的险棋换来的都是

企业的长久发展。

他们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新动力，是推动中国经济行稳

致远的新引擎。

这种底气来自对未来的憧憬。

考察中国经济，既要看形，

更要观势。采访中，一些经济

学家对记者说，按现有经济理

论和经验，当前经济发展中的

一些问题很难解释，但从更长

周期看，大多属于阶段性现象，

是中国迈向更发达经济体的必

经阶段，前景光明可期。

调查采访让记者看到了可

以保持乐观的理由——沿着正

确道路继续走下去，准备把握

时代潮流，就会有稳定的社会

心理预期。我们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有稳定的就业，有持续增

长的收入，还有创新创业的热

土，只要趟过这条河、迈过这道

坎，中国经济会走出更加稳健

有力的步伐。 据新华社电

中国经济增长底气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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