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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假期楼市惨淡
多地降价 “促销”

“五一” 假期， 北京东三环双井
附近的合生国际一套三居室， 降价150
万仍无人问津的报道让舆论惊呼楼市

“跳水” 时代的到来。 记者调查了解
到， 这虽然是极端案例， 但北京多个
区域主动降价的二手房业主却比比皆
是。

“附近的一套南北通透的两居室
又降了50万。” 这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北苑路附近一家知名中介的经纪人赵
先生， 向记者推销房子时说的第一句
话。 “降价50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要买卖双方都诚心交易， 一套房子
砍下个几十万已不鲜见。” 赵先生对记
者说。

价格接连下挫的背后是成交量的
持续低迷。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
计数据， “五一” 假期3天， 重点监测
的54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签约套数为
9887套， 同比下降超30%。 一二线城
市下降幅度最大。 例如， 北京新建住
宅签约169套， 同比下降近八成； 二手
房成交仅31套， 同比下跌达到82%。

“这次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不仅仅是
成交量和价格的下跌，而是一系列数据
的全面回落。”经济学者马光远预测，今
年房价全面下跌是大概率事件。

银行开发商心态各异
买卖双方关系是否 “反转”

专家指出，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
的持续低迷， 除了受到长期积累的供
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外， 信贷政策收紧
是重要原因之一。

央行于4月25日发布的统计报告显

示，3月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
融机构、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18.8%， 增速比上年末降低
0.3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房地产贷款增
速时隔两年首次出现高位回落。

“资金链紧张不仅让中小房企寸
步难行， 一些千亿级房企的日子也不
好过。” 截至5月4日， 沪深两市共有
117家上市房企披露了一季报及业绩预
报。 有61家公司业绩利润出现同比下
滑或亏损。 随着楼市预期改变， 不少
开发企业开始“以价换量”， 甚至急于
推盘。

“五一”期间辗转于各大楼盘看房
的张女士表示，行情不好的时候也怕房
价继续下跌不敢出手，“我们也想再等
等。现在也有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贷款利
率太高”。

银行对个人房贷的收紧的确增加
了购房者的贷款难度和购房成本。“自
去年12月起，购房者的首套房商业贷款
平均利率一路走高。 今年4月的平均水
平达到6.18%， 为近25个月以来最高。”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分析师张旭说。

“不管开发企业和二手房业主是否
情愿，当前的现实是供需格局已经悄然
生变。”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
示。位于北京东三环双井地区一家知名
中介的经纪人宋先生则形象地描述市
场供需变化，“以我个人的经验，以前是
十个人对一套房，现在是三个人对一套
房。价格松动也就成为必然。”

又见政府 “救市”
楼市何去何从

楼市持续低迷让一些地方出手
“救市”。 安徽省铜陵市制定了政府将
以团购方式筹集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
购房者可获契税补贴、 放松住房公积
金贷款条件等一系列利好政策； 南宁
市房管局此前发文决定， 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内的北海等地户籍居民家庭可
参照南宁市户籍居民家庭政策在南宁
市购房。 此外， 天津滨海新区、 温州、
长沙、 杭州等地也有传言称正酝酿和
讨论松绑限购的可能性。

“无论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承认，在
经济活力下降， 财政收入缩水的情况
下，类似的政策调整都是在设法给房地
产市场增加温度。”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
会长陈国强说， 在调控政策持续多年、
信贷政策持续收紧、楼市供应充足的情
况下，这些救市行为对楼市的影响十分
有限，也很难提高需求、提振市场价格。

“从‘五一’ 假期楼市的表现来
看， 购房者深度观望的情绪仍未有任
何改善。” 张旭认为， 目前多数购房者
认为房价未来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性， 这一点是导致当前需求深度观望
的最主要原因。 在当前无论是从政策
层面还是市场层面都尚未出现任何利
好信号的背景下， 5月市场出现明显回
温的可能性很小， 预计此轮市场的自
发性调整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本报记者 周月桂

泰国， 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
微笑的国度，零关税政策，吸引了湘
企的目光。

5月6日，由省商务厅与泰国投资
促进委员会联合举办、湖南农业产业
联盟协办的泰国投资机遇研讨会在
长沙举行。隆平高科、中联重科、省粮
食集团等50余家湘企参会， 与泰方
探讨合作事项。

泰国，依旧是
“生财之地”

“泰国人很温和友善，”华立集团
副总裁吴广云说， 泰国是佛教国家，
佛教的宽容和祥和，打造了泰国人温
和的性情，陌生人之间微笑问候是一
种习惯，因此被誉为“微笑的国度”。

华立集团2000年开始在泰国投
资生产电表，如今该企业已在泰国电
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吴广云当天做
了题为《泰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理想国度》的经验介绍，他认为，泰国
整体营商环境比较好，仍然是“生财
之地”。

“泰国最大的优势是零关税政
策，”泰国湖南商会会长刘纯鹰介绍，
泰国多年来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投资
环境理想，经济在稳步增长，泰铢汇
率相对稳定。 同时，泰国又是亚洲的
门户，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是中国
企业避开国际关税壁垒，产品配额壁
垒及减少贸易摩擦的巨大平台。比方
说从中国直接出口到印度的皮具箱
包产品，关税是47%� ；而通过从泰国

转出口可享受零关税。中国很多纺织
品出口到欧美国家有配额限制，如通
过泰国转出口可避免配额限制。

此外， 中文通行于泰国社会，非
常方便中国投资者。华侨和泰籍华人
约有1000多万， 占泰国人口将近
20%。 刘纯鹰认为，泰国是我国走向
全球的战略通道，优势非常明显。

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广州办事
处主任素瓦丽·帕塔娜薇塔雅坤女士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 对我省有实力、
信用好的企业赴泰投资表示热烈欢
迎。

湖南的工程机械
与泰国大米

“我省出口的工程机械、皮具箱
包等产品获得泰国客户的高度评价，
从泰国进口的大米等特色产品也获
得了省内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省商
务厅厅长徐湘平介绍， 自2010年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泰国
与湖南经贸交流合作快速发展。

目前， 我省在泰国建有工业园，
并成立了泰国湖南商会，对泰投资快
速发展。 至2013年底，湖南经商务部
门核准的对泰国投资项目42个，占东
盟境外投资项目的12%， 总投资额1
亿美元。 贸易规模也稳步扩大，近年
来我省与泰国的进出口总额以年均
40%以上的增速快速增长。

徐湘平说，我省一大批企业与泰
国在农业开发、工程机械、日用化工、
国际贸易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未来
在农业机械、汽车零配件、轨道交通
等领域，湖南与泰国还有更为广阔的

合作空间。
据介绍，今年，我省将积极融入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积极促成
我省在泰国设立商务代表处；加快建
设好我省在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境外
工业园，鼓励更多优势企业赴泰国投
资。

深度拓展泰国市场
以贸易为主攻方向
吴广云认为，现阶段我省深度拓

展泰国市场， 应以贸易为主攻方向，
投资为依托， 通过投资带动出口，充
分利用泰国自贸区政策，深度开拓泰
国市场， 同时辐射周边及东盟市场。
根据我省实际， 重点加强农业领域、
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资源开发
及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

据了解，目前三一正在泰国选址
建立其辐射东盟的生产基地，湖南农
友集团等我省优势农机企业也有意
拓展泰国及东盟市场。

吴广云特别建议加大商贸流通
领域合作，积极吸引尚泰百货、正大
7-11便利店进驻湖南， 利用其品牌
效应推动旅游购物，争取将优质品牌
消费品进入尚泰和正大集团零售采
购网络。 此外，建议把握当前餐饮业
结构调整的机遇，尽快推动我省品牌
餐饮走出去，先在曼谷开店，打响湘
菜海外品牌后，复制到泰国其他旅游
城市和东盟其他国家。

谈及投资心得，吴广云说，在泰
国经商， 融入当地文化十分重要，而
这正是不少中国中小型企业容易忽
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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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走出去”的理想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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