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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统计显示，中心城区改善
成交增加明显，从中心城区成
交量前100个小区看：普陀、杨
浦、浦东内环排名前三，分别占
24个、19个、17个。100个小区
中前三名为中等户型改善小
区，且都在普陀区，阳光建华
城、中远两湾城、金沙雅苑小区
分别成交21套、17套、15套，成
交套均面积在90平方米-110
平方米。三个小区改善需求旺
盛，成交客户不乏改善客或动
迁户，主要为普陀、嘉定、宝山
购房者，大二室及小三室是成
交主流。100个小区中成交套
均 120 平方米以上的小区有 7

个，其中浦东内环内小区6个，
成交最多的浦东联洋仁恒河滨
城、陆家嘴菊园分别成交15套、
14套，套均面积为150平方米、
130平方米。调查显示，一些改
善客追求一步到位。

内环内区域中，需求在部
分板块高度集中，而其它板块
在成交整体上升的情况下，未
有起色。前三名的陆家嘴、徐
家汇、杨浦鞍山分别成交 291
套、244 套、173 套，远超排名
八、九、十的静安新客站、黄浦
打浦桥、静安曹家渡的85套、81
套、78套。成交热点小区中，改
善增加、刚需减少，从内环内成

交领先的前10个小区看，90平
方米以上改善小区由上月1个
增加为4个，而50平方米以内
的小面积小区由上月5个减少
为3个。浦东和杨浦的内环内
板块小区最受欢迎，均价多为7
万元-8万元，部分为不追求学
区的改善住宅，部分为二套非
置换购入的学区房。如浦东洋
泾崮山小区、虹口四川北路瑞
虹新城分别成交14套、13套，
所在板块价格分别下跌0.56%、
0.59%，前者成交多为 60 平方
米-70平方米紧凑型二室老工
房（售后公房），后者为90平方
米以上的品质改善商品房。

5月份改善需求入场

上海二手房成交量有所上升
在上海二手房指数连续半年下降后，成交有所上升，来自上海二手房指

数办公室的消息，刚刚过去的5月上海二手住宅成交套数为16200余套，环
比上升20.16%，同比上升14.32%，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同比均现上升，为本
轮调控一年半来首次出现。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上海二手房指数办公室认
为，二手房成交量自 2017 年 6
月起在1.2万套以下徘徊，2018
年 3月回升至1.7万余套，4月
虽降但仍在1.3万套以上，5月
超过1.6万套。同时，非通过机
构成交占比25.92%，依然为四分
之一上下。随着今年上海二手
房成交量连续三个月超越以往
成交低位区间，市场或进入新
的稳定周期。而5月二手房市

场成交量上升二成，成交量是
一手房的 2.36 倍，一手房限价
摇号刺激了各类需求，客观上
导致刚需改善购房门槛提高。

从市场成交结构分析，中心
城区局部板块出现多种改善需
求入场的信号，新兴城区则以刚
需及初级改善释放为主。上海
二手房指数办公室认为，本轮改
善需求上升在中心城区先行露
头，一是与一手房供应短缺有

关，二是购房者在部分区域价格
松动下择优入市。5月普通住宅
成交占比为66.09%，其中内环内
成交1360余套、内外环间成交
3920余套、外环外成交5410余
套。大面积房源成交环比升幅
大，从统计的七个面积段看，名
列前茅的为，200平方米以上房
源环比上升30.20%，为330余套；
110平方米-140平方米房源环
比上升26.2%，为1470余套。

从近郊城区成交领先的板
块看，浦东三林、奉贤南桥新
城、闵行浦江分列前三，分别成
交370套、354套、347套，区位
涵盖了中外环间、外环外板块
乃至偏远板块，成交为套均面
积75平方米-90平方米二室户
型居多，总价在 250 万元-400
万元。从近郊城区成交活跃的
前100个小区看：购房需求集中
在外郊环间板块，表明近郊购
房者中的初级改善比例上升。
成交排名前三的建设苑、民乐
城惠康苑、南乐苑均处于外郊
环间板块，分别成交 181 套、
100套、100套，所在的松江小昆

山、浦东惠南板块价格分别下
跌0.89%、0.97%。上述三个小区
均为动迁配套小区，180万元-
250万元、75平方米-90平方米
的二室户型成交最热。

而外环以内成交较热门的
小区，如三林世博家园、玉兰香
苑，同样为动迁配套小区，临近
地铁，地理位置较优，生活配套
成熟，不少初级改善客选择购
入，成交多为75平方米-85平
方米的二室户，总价在 350 万
元-400万元。

远郊成交环比上升39.93%，
为1920余套，是升幅最大的区
域。全部 11 个板块价格均下

跌，价跌量升，显示远郊以价促
销效应。成交量前三的金山新
城、松江小昆山、嘉定城区，占
整个远郊成交量六成，上述三
板块内75平方米-90平方米、总
价250万元以内的二室户型需
求旺盛。

其余成交变化较大的板块
如青浦朱家角、浦东临港新城、
崇明新城板块，成交环比上升
52.38%、35.85%、26.09%，为 32
套、216套、116套，价格分别下
跌0.52%、0.81%、0.74%。三板块
由于新城概念，配套逐渐成熟，
虽地处上海远郊，但仍为不少
首次购房者所关注。

二手房市场成交量上升二成

中心城区改善成交增加明显

远郊成交环比升幅最大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百亿信托公司又
扩容，日前，深圳银监局审核同
意华润信托以未分配利润转增
50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华润
信托的注册资本金由60亿元增
至110亿元。

此前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统计的去年信托公司注册资本
中，注册资本金超过 100 亿元
的信托公司有重庆信托、平安
信托、中融信托、华润信托、昆
仑信托及中信信托，注册资金
分别为 150 亿元、130 亿元、
120 亿元、102 亿元和 100 亿
元，华润信托的注册资本金增
至 110 亿元，百亿信托公司达
到了6家。

作为老牌信托公司，华润
信托前身是成立于1982年、有

“信托行业常青树”之称的深圳
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据
悉，本次50亿增资是以未分配
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增资后，股
权结构不变，华润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51%，深圳市国资委持股
49%。2017年，华润信托全年取
得净利润22.48亿元，营业收入
26.74 亿 元 。 信 托 资 产 规 模
12553亿元，为委托人带来信托
收益377.93亿元。

事实上，去年末一些注册
资本较大的公司就轮番增资，
去年12月，重庆信托注册资本
金由128亿增至150亿元，夺回
信托业注册资本首位，此前一
个月，平安信托注册资本金由
120亿元增加到130 亿元。此
外，中融信托注册资本由100亿
元增加至120亿元。

不仅是大公司，信托整个
行业都在增资，今年以来还有
包括爱建信托、安信信托、中建
投信托、英大信托、国联信托、
华鑫信托等信托公司完成增
资。上海爱建信托今年3月注
册资本由 30 亿元增加至 42 亿
元，并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这
是爱建信托6年来首次增资，42
亿元的注册资本也将助其挺进
行业中上游。

华润信托注册资本增至110亿元

百亿信托公司扩容至6家

5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是一手房的2.36倍。 青年报资料图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这么快基本户就
开好了？”日前刚领取开户许可
证的某企业财务陈先生，对于某
银行的开户服务效率既惊讶又
赞叹。而青年报记者获悉，未来
新设企业开户服务效率还进一
步提升，因为企业基本存款账户
由核准制调整为备案制，且已进
入试点。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相关人
士告诉记者，该行新近首批加入
了上海市银行账户服务信息系

统，最近又顺利完成了该系统中
新设企业开户影像资料预审功
能的上线工作。新功能的上线，
使得该行整个开户时间又缩短
了至少1个工作日，从而实现了
在2至3个工作日内完成基本存
款账户整个开户流程。

“去年年底，我为一家民非
机构在某大行开基本户，因为跨
了年，从申请到办好，前后用了
差不多一个月。”叶女士听闻此
消息艳羡不已。而记者获悉，未
来为新设企业开立基本存款账
户，银行的效率还将提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青年报记者日前
获悉，为推进绿色账户发展，使
垃圾分类真正融入“美家美
沪”，沪上银行出谋划策，开展
了各种行动。绿色账户项目作
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激励
项目，已在上海市政府的指导
下，实施了五年有余。居民通
过干湿垃圾分类，获得绿色账
户积分，再通过积分兑换权益，
形成“分类可积分、积分可兑
换、兑换可获益”闭环机制。而
日前举行的“绿色账户积分兑
换节——奉贤站”活动拓宽渠
道，开始有益尝试。

当天的活动，除了绿色积

分兑换实物之外，中国银行上
海市奉贤支行联合奉贤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绿色积分抵
燃气费活动。居民使用 1000
积分即可抵扣 40 元。同时中
行也推出了创新的绿色积分
POS机，在用户积分不足的情况
下可以用卡内金额补足，扩大
了绿色积分的使用范围，降低
了使用门槛，让现场参与的居
民充分感受到绿色积分惠民服
务的实惠。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行后期还将不
断开创更多公益方式，放大绿
色账户积分的社会价值，使得
绿色账户这项惠民工程更加深
入人心。

加入账户服务信息系统
沪上银行开户服务效率提升

银行助力垃圾分类
开通“绿色积分兑换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