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33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热点聚焦 FOCUS

本版主编 姜 楠 责 编 陈 炜 制 作 朱玉霞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中秋档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自今年7月份住建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持续整治
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来，一场
声势浩大的楼市三年整治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江西省住建厅正式对外发布《江
西省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三年行动方案》，整治范
围涵盖房地产交易活动各环节，重点整治2020年以来信访
投诉多、举报反映问题突出的项目和企业。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已有云南
省、海南省、广东省、河北省、安徽省、福建省以及淄博市、
苏州市、呼和浩特市等地区，相继发文整治规范房地产市
场秩序。从内容看，房地产开发、房屋买卖、住房租赁以
及物业服务是整治重点。

“这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形成完整监管闭环。”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住建部提出的“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实
现房地产市场秩序明显好转”这一目标来看，预示着此次整
治行动将更具持续性，呈现出更加常态化的特点，配合今年
以来多地为实现“三稳”目标而陆续出台的“升级版”调控新
政，无疑有利于巩固当前楼市调控所取得的积极效果，并进
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部分开
发商偷工减料、发布虚假广告，租赁企业克扣租金、物业
收费不透明等市场乱象时有发生。

对此，早在2018年，住建部等七部委就联合发布通
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
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随后，住建
部等六部门又于2019年再次开展了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
构乱象工作。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日前表示，虽然上述工作取得了
较为明显的效果，但受利益驱使，个别房地产市场主体仍
铤而走险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
生。在此背景下，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目的就是希望
通过三年时间，实现房地产市场秩序明显好转，违法违规
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监管制度不断健全，监管信息系统基
本建立，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逐步形成，群众信访投诉
量显著下降。

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目前部分地区已取得积极成
果。如深圳市对“深房理”案件一查到底，对相关人员依
法作出刑事拘留处理。再比如，《通知》发布后，广东省组
织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房地产企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企
业24家、中介机构30家、物业服务企业21家。

此外，今年以来，海南省各市县亦对购房人规避限购
政策骗取购房资格、开发商违规销售商品房、中介机构和
从业人员违规乱象、商品房销售现场管理无序等违法违
规行为开展排查整治。数据显示，今年海南省共检查项
目711个、房地产开发企业552家、中介机构752家，责令
205家企业和机构整改，约谈222家，停业整顿59家，通报
40家，取消备案7家，已处罚金额592.86万元、拟处罚
910.62万元。

多地发文规范房地产市场
三年整治行动陆续展开

本报记者 刘 琪

在“房住不炒”基调下，银保监会近年来对涉房贷款一
直保持强监管态度。《证券日报》记者据银保监会公示信息
梳理（按公示日期），截至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9月18日），9月份以来银保监系统共开出罚单265张。在针
对银行的罚单中，有24张明确指向涉房贷款违规，处罚对象
除银行外还包括相关责任人，罚金合计1600.58万元。

24张罚单中，金额最高的由上海银保监局开出。9月7
日，上海银保监局公布的罚单显示，上海某股份银行在
2016年至2020年存在11项违法违规事实，包括违规向资本
金不足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个人住房租赁贷款严重违
反审慎经营规则等，被处以责令整改，并处罚没款共520.58
万元。

处罚金额次高的罚单由云南银保监局开出。该局9
月18日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某国有大行的云南省
分行涉及5项主要违法违规事实，其中包括违规向房地产
企业提供融资，被处以罚款215万元。

9月10日，宁波银保监局一连公布了10张罚单，其中6
张与涉房贷款违规相关。具体来看，某国有大行宁波分
行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为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
产领域，被罚款180万元，并责令该分行对相关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某股份制银行宁波分行则因个人经
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贷款管理不审慎，被处以
罚款160万元；某农村商业银行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为经
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被处以罚款150万元，
并责令该行对相关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在上述
6张罚单中，有3张针对个人，被罚原因包括对所在机构个
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问题负有直接管理责
任，或对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违规发放
流动资金贷款行为负有直接经办责任。

涉房贷款违规为何屡禁不止？南开大学金融研究院
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获取
盈利和风险控制角度出发，房地产市场对于信贷资金具
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我国商业银行不仅是盈利主体，更
要承担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战略。故而，监管层要严格监
管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向。

而自房地产金融监管“三线四档”和集中度管理实施
以来，房企降杠杆成效逐步显现，房地产长效机制进一步落
实。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近期表示，经营贷违规流入
房地产专项排查已基本完成，对发现的违规问题督促建立
台账，逐项整改至“清零销号”。同时，截至7月末，房地产贷
款增速创8年新低，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7%，低于
各项贷款增速3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连续10个月下
降，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同比下降0.95个百分点。

“未来，防止银行保险资金绕道违规流入房地产市
场，还需要在两方面发力。”有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是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处罚力度，着
力解决金融领域违法违规成本过低的问题；二是银行应
对贷后资金用途、流向进行大力监管，一旦发现资金违规
使用的情况，应该第一时间追回。

监管部门18天发24张罚单
剑指涉房贷款违规
银行及相关责任人合计被罚超1600万元

本报记者 侯捷宁
见习记者 杨 洁

今年中秋假期的消费市场依
旧火热。

“我们的剧本杀每天一共有 6
个场次，每个场次达到 7人即可开
场，中秋假期的所有场次在9月17
日就被订满了。”北京市望京地区
一家剧本杀门店负责人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近日每天都会接到顾
客的咨询电话。

9月20日21时左右，记者在北
京市前门步行街注意到，吃饭、逛
街的游客如织，有些小吃店门前甚
至出现排队情况。一位顾客告诉
记者：“假期想带全家人出来大吃
一顿，没想到在饭店排队等号就用
了1个多小时。”

近日，前门大栅栏正在筹办
“民俗文化节”，很多售卖民俗手工
艺品的商铺引来大家围观。据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民俗文化节
只是预热阶段，将于10月1日正式
开幕，届时会有更多商家入驻，“民
俗文化节并不只是简单地卖东西，
更多的是展示老百姓的生活，很多
店铺和民俗需要顾客用心去感
受”。

秋意渐浓，消费者们“品鲜”
的热情也随之高涨。京东七鲜超
市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中秋佳节，为了让顾客在门店
能有良好的购物体验，感受浓厚
的中秋氛围，七鲜超市在全国线
下门店都布置了中秋大街，供顾
客选购节日礼品。同时考虑到部
分顾客无法到店，七鲜还在线上
准备了一条“中秋大街”，供顾客

“云逛街”。
作为消费市场的“顶梁柱”，

汽车消费不得不提。河北省定州
市云天东风风神 4S 店工作人员

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中秋假
期店内开展了多项促销活动：“假
期 内 销 售 总 量 较 平 时 增 加 了
30%，一是因为中秋假期大家都
有时间来试驾；二是因为芯片短
缺、供应紧张，叠加店内开展优惠
活动，不少购车者选择当下就把
车开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地各行
业纷纷抓住“金九银十”消费旺
季有利时机，推出各类举措促消
费。

9月18日，商务部发布2021年
9月份至 10月份各地促消费活动

预告，《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其中涉及北京市、河南省、吉林省、
广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活动项目
达 1340项，涵盖衣食住行、休闲娱
乐等各个方面。

“从往年经验看，每次小长假
都会带来一波旅游消费高峰，特
别是在‘假日效应’带动下，旅游
业及相关餐饮、酒店、交通、商
超、娱乐等领域都会迎来强势增
长，对于消费市场乃至国民经济
的提振都极具意义。从这个角度
看，激活节日消费市场是非常有
必要的。”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激活节日
消费市场有助于推动文旅消费、耐
用品消费、儿童老年消费和礼品消
费，在满足居民节假日消费需求的
同时，可以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恢
复经营，增加就业岗位，有效形成
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展望四季度如何进一步释放
消费潜力？付一夫认为，短期来
看，应以促消费为政策抓手，继续
大力推动新型消费业态的壮大，积

极发展文旅、会展等产业，继续支
持包括吃、行、游、购、娱等在内的
夜间经济发展，以激发民众消费热
情，带动服务业“加速跑”。同时，
要引导各类资本投向5G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柔性生产
线、敏捷供应链建设，反哺新消费
的繁荣与成长。

在刘向东看来，未来促进消费
的重点在于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
新型消费领域，既能有效适应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居民消费需
要，也能有效适应高质量发展消费
需要，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品质化、
便利化需求。

多地1340项促消费活动集中上线
中秋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本报记者 王丽新

“金九”不“金”，秋意凉凉。在
“金九”楼市中秋小长假之战中，百
强房企使出浑身解数搞营销，重新
启用渠道带客、特价房促销、砸金
蛋、送家电等模式，结果可谓是在

“偏热”中刹车，直接“入秋”。
据居理买房网AI大数据研究

院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小长假，北
京等全国 26个重点城市成交量同
比有不同程度下降。不过区域、城
市分化较大，也有杭州等少数城市
同比实现上涨。

另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大部分
城市楼市降温退烧，整体市场进入
下行通道。以北京为例，中秋小长
假前两天，新建商品房住宅网签
234套，二手房住宅161套；而对比
来看，今年端午小长假前两天，新
建住宅网签 351，二手房住宅 227
套。相隔三个多月时间，新建住宅
成交量下降33%，二手房住宅下降
29%。

“二手房房贷放款太难了，一
般都超过 3个月，大家都在排队，
排多久不知道，很多银行的额度可
能要等明年了。”一位中介机构资

深经理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
已经影响到新房市场，因为在存量
交易占比较高的城市中，卖一套二
手房再买一套新房的连环单普遍
较多，二手房不出，新房难进，交易
只能暂时搁置。

降温退烧成主旋律

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看来，网签数据有滞后性，中秋
小长假的网签量不能代表当下市
场的真实表现，但市场确实降温退
烧了。

不止北京，全国重点城市进入
8 月份后，销售热度明显大不如
前。一个“降”字，几乎波及了从新
房、二手房、土地市场到房企融资
的各个端口，反映出调控政策对楼
市的全面影响。据贝壳研究院监
测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有66个城
市新房市场成交量环比持续下滑。

“疫情、严查经营贷、二手房停
贷、第二轮集中供地延期后出现流
拍，这都对新房市场造成冲击。与
今年的市场峰值相比，7月份，有些
楼盘成交量腰斩，8月份甚至下降
了70%。”一位地产操盘手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在北京市场，个别楼

盘出现了每平方米降价 5000元-
6000元出售的情况，这对市场上的
竞品造成极大压力。

“在居理买房网平台上，百强
房企部分楼盘单价下降区间在几
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居理买房网
CEO王鹏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房企急于换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二次土拍在即，开发商
需要有比较充足的现金流来应对；
二是大部分开发商“三道红线”指
标控制的效果不佳，需要现金流缓
解；三是不想把全部赌注都放在四
季度去和大部队抢占市场。

“通常来讲，每年的双节是开发
商抢回款的关键节点，因为大部分
房企全年60%（部分为70%左右）的
销售任务都要在下半年完成，因此，
大的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9月份、
10月份的假期较多，看房、成交都会
比较集中，因此被称为‘金九银
十’。”王鹏表示，但在“房住不炒”的
大趋势下，未来房地产市场会趋于
平稳，客户也会越来越理性。

事实上，按照一般的销售节
奏，“金九银十”销售旺季的背后逻
辑是，开发商一季度买地的项目在
这两个月可集中入市，供应量集中
大增之下，交易量自然水涨船高。

近几年，开发商为了加快周转
速度，当年买地当年入市当年转化
为销售额，已经是成熟流程。但今
年22城集中供地历时3个月时间，
于 6月份收官，这打乱了房企惯常
的新增供货节奏。

“北京首轮集中供地成交的土
地，预计 9月底才开始逐渐入市，
10月份达到顶峰。届时，市场上将
有 29个项目总计约 2万套住宅待
售，成交量或有变化。”张大伟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但从基本面
来看，今年前 8个月，房地产调控
420次，房价上涨城市数量连续 5
个月下调，叠加信贷收紧等因素，
逐渐影响房价。比如，二手房放款
难已经全面抑制市场活跃，特别是
一线、二线城市当下放款周期已经
超过 3个月，成交量不断减少，楼
市已经明显进入下行通道。

渠道费上涨 房企抢客忙

“针对双节，房企在营销方面
主要通过推出特价房、房源加推、
砸金蛋、送家电等打折促销活动实
现快速销售和去化，与此同时恢复
了对渠道的使用，并提高了渠道费
用的点位。”王鹏如是称。

另据上述地产操盘手向《证券
日报》记者透露，在北京东南部某
个楼盘，开发商缺钱，为了抢夺市
场上有购买能力的客源，给中介带
客的渠道费点位高达10%，这是极
为少见的现象，可见其对现金流的
渴望程度和销售压力之大。

“每年下半年的渠道费用都会
不同程度的上升，通常在 12月份
达到顶峰。”王鹏向《证券日报》记
者透露，不同城市的费用情况不
同，大部分会控制在 1.5%-3%，但
是部分特殊城市的一些项目也会
达到5%-10%。

不得不说，抢客源是目前开发
商营销端口的第一要务。不管当
下付出多少代价，有现金回流才有
其他。

鉴于金融机构对房企资金链
的敏感程度，以及融资端受阻等多
重压力，通过自身渠道生血是“伤
害值”相对较小的有效手段。不
过，从当下市场反馈来看，不及预
期或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大伟直言，预计今年
“金九银十”将是多年以来最冷清
的一年，多家房企资金链压力大，
不排除后续出现明显降价的可能，
楼市已经进入了下行通道。

北京楼市金九“褪色”部分楼盘抢客渠道费高达10%

本报记者 谢若琳

灯塔数据显示，截至9月21日
18 时，中秋档（9 月 19 日-9 月 21
日）电影票房收入（含服务费，下
同）为4.6亿元，而过去三年中秋档
的票房收入分别为 5.31亿元、8.04
亿元、7.45亿元。

“这个成绩在预期之内，甚至
还略高于预期。”一位电影行业数
据分析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从节前定档开始，我们就预判票
房不及往年。这延续了今年下半
年以来市场的低迷表现，主要原因
还是片荒。”

《峰爆》斩获中秋档
42.5%票房

片荒直接体现在票房比例

上。中秋档期内，票房收入排名前
五的影片分别是《峰爆》、《关于我
妈的一切》、《失控玩家》、《怒火·重
案》、《我的青春有个你》。其中，

《失控玩家》是一个月前上映的电
影，而《怒火·重案》则是在 7月 30
日暑期档上映的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朱一龙、陈数
等主演的《峰爆》成为小黑马，中秋
档期间斩获票房近 2亿元。在排
片占比不到30%的背景下，单片票
房收入占档期总票房收入的比重
达 42.5%，打破了中国影史中秋档
动作片票房纪录。该片由中国电
影出品，新丽传媒、淘票票影视、抖
音文化、阿那亚影视等联合出品。

“除《峰爆》外，几乎没有出圈
的电影，尽管《关于我妈的一切》口
碑不错（豆瓣评分 7.1分），但票房
号召力仍然不足，在连续三天排片

接近20%的背景下，该片票房也未
破亿元，非常可惜。这也说明，口
碑不是影响票房的唯一因素，电影
的类型、宣发等环节都很重要。”一
位北京地区中型连锁院线经理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中秋档往往是
国庆档的前站，过去几年的国庆档
重磅电影在中秋档就开始陆续上
映了，而今年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是，片方惜售都等着冲击国庆档。

片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位
传媒行业券商分析师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一方面，近年来影视投
资遇冷，圈外投资流失严重，高成本
影片的主要投资方集中在圈内几家
上市公司，而影视行业上市公司在
二级市场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导
致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
题，高成本大制作屈指可数；另一方
面，国庆节长假即将来临，今年大部

分电影发行的策略是主攻国庆档，
导致中秋档出现大范围片荒。”

12部电影
扎堆国庆档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档是下半年
的希望”。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国庆档期间将有 12部电影集
中上映，其中包括被寄予厚望的

《长津湖》。
“事实上，今年许多电影都削

减了宣发费用，导致发行策略出现
失误，国庆档确实是常出爆款的档
期，但相对来说尾部影片的空间也
更窄。如果《关于我妈的一切》在
国庆期间上映，排片比例难以达到
10%。”上述数据分析师认为，目前

电影行业流行扎堆上映，抱团取
暖，试图以一时的量带动全行业的
热度，这是不可取的。

“热度的关键在于质而非量，
上映的电影再多，没有内容品质也
难有市场，而扎堆上映容易让一些
有黑马潜质的电影埋没，是非常不
划算的。”该分析师表示。

“一家公司一年主推的影片就
是 4部-5部，都想放在重要档期。
尤其是在国庆档竞争激烈的背景
下，谁选择在中秋档先上线，就意
味着要失去国庆档期间的排片份
额，这是所有电影公司都不愿面对
的。因此，今年的重要档期中，重
点电影都挤在一起，而日常片荒却
未改善。”上述分析师进一步表示，
也因此，很多连锁院线积极变更经
营范围，业内出现“忙时放电影，闲
时剧本杀”的景象也就不足为怪。

中秋档电影票房创四年新低 业内苦盼国庆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