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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协办单位：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龙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咨询电话：0898-66810717 秀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美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琼山区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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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景灵供胜地

8月份过半城市房价停涨
��������

�z� 国家统计局 !"日发布的 "月
份楼市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 #$个大中城
市中!%&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停
涨!'&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

从整体看房价涨幅进一步收窄! 楼市正朝
着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 专家指出!全国房
价下降的拐点正在形成! 但最终确立仍有
赖于政策的持续和深入! 尤其是全局性把
握限贷#限购等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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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环比 (月份!($

个大中城市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
的城市有 )&个!持平的城市有 *+个!即共
有 %&个城市实现停涨!比 (月份增加了 !,

个" (月份 ($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
市有 )%个!持平的城市有 )(个"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
长杨红旭表示! 这是 -$$.年以来首次出现
了过半城市房价环比止涨!而且!"月份房价
环比止涨的城市数量一下子比 (月份多出
了近一半!可见政策见效比较快#比较明显"

据北京中原地产监测!"月份 (+个大中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均涨幅仅为
+/$0个百分点! 这一指标已经连续多月出现
下降$ 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平均下跌了 $/$,个
百分点!这更是今年以来的首次下调"

杨红旭认为%&从停涨的城市数量#涨
跌幅等指标来看! 大中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的趋势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楼市
已经到了停涨的临界点! 全国房价下降的
拐点已经初步显现!随着调控的持续深入!

更多城市将迎来价格调整! 拐点将在半年
内进一步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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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变化!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究
部总监张大伟认为!在以限购#限贷为代表
的调控政策持续作用下!楼市投资投机行为
受到了抑制$从另一层面来看!在物价回落
艰难的情况下!以控通胀为首的政策难以转
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还将延续!年内利率将
维持高位!市场难以获得持续的宽松"

细分来看!据中原地产监测!($个大中
城市中! 限购的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平
均环比涨幅为 $/$)1!同比为 %/0.1$而非
限购城市这两个指数分别是 +/+01和
%/,,1" &这反映出限购依然是见效比较明
显的调控措施" '张大伟表示"

尽管如此!但从同比来看!(月份 (+个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尚
有 !个!而 "月份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同比全部为上涨!无一下降"

对此!杨红旭认为!由于同比的数据是从
0+!+年 .月算起! 由于 0+!+年 .月至 0+!+

年 !0月市场上房价实际变动较快!这一数据
的变化不排除是源自去年底的翘尾因素"

另外!来自中原地产的监测显示!二#

三线城市特别是未限购城市依然处于量价
继续惯性上涨的过程中!"月份房价环比上
涨的城市以二#三线居多" 张大伟认为!这
说明在目前楼市已经处在前所未有的重压
之下!调控效果依然难以明显地完全实现!

这主要是因为流动性仍然过大$ 过分放大
了楼市在上轮经济拉动中的作用$234依然

持续高位运行"

杨红旭表示! 这一方面说明调控效应
有待进一步显现$ 另一方面也说明调控仍
然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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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多个城市房价的变动是市场状
况的真实写照"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

月份北京#深圳等地楼市成交降幅较大"而
从楼市历次走势来看!在调控之下!如果 "

月份市场难以大幅反弹! 传统的 &金九银
十'以及四季度的房价走势都将不容乐观"

杨红旭表示! 下一阶段更多的项目将会
采取降价求量的营销方式! 快则一两个月之
内!全国房价拐点就能确立!但成交量存在变
数!因为开发商在年末将会加大推盘力度"

楼市还存在其他的变数" 首先是在目
前房价依然变动较大的三线城市! 限购令
难以进一步落实$另外!以限价代替限购可
能会影响全国的调控效果" 而对于开发商
而言!缩减投资#多渠道融资也使得一些房
企有恃无恐!坚持高房价"

在预期方面! 央行发布的三季度居民
储户调查结果显示! 对当前房价水平!

(,/&1的居民认为 &过高! 难以接受'!为
-$$.年以来的最高值$而对未来房价走势!

仅 "1的居民预期将&下降'"

张大伟表示!就全国而言!高房价能否
被抑制最关键在于信贷! 因此对全国楼市
信贷从紧# 降低楼市的投资杠杆率十分有
必要" 同时!也需在一些城市利用限购控制
楼市的非理性购买力! 最终实现市场价格
平稳! 为保障房大量供应后的双轨制赢得
供应时间和价格空间"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前 " 个月全国住宅新开工面积为 )$-$".

万平方米! 而同期住宅的竣工面积则为
*($.,万平方米! 差额高达 &/,亿平方米!

这显示出楼市的潜在供应量较大"

张大伟表示!限购政策周期内!在金融
贷款和其他融资渠道收紧的情况下! 开发
商越来越依赖于项目回笼资金! 势必会更
多地通过降价求售来获取资金! 全国性的
买方市场将逐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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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京报报道!头顶&新能源'

&巴菲特'等光环的比亚迪回购 !股三个月
来风波不断" 中报业绩大降#车辆遭遇安全
问题#大规模裁员等接踵而至" 与此对应的
是在上市后短暂冲高之后! 比亚迪 !股价
格也迅速回落" 比亚迪 "月底在中小板上
市后! 股价一度在 #月初冲高至 $%&%%元!

但随后股价一路下滑! 上周跌至 '( 元附
近" 若从 )月初比亚迪股价收盘最高位置
看! 截至上周末! 比亚迪 ! 股市值蒸发
*++,)亿元"

业绩低于和盈利预期低迷是股价下跌
的主要原因" -月 .$日!比亚迪发布的 .(**

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亿元!同比下降 *(,))0$实
现净利润 .&)%亿元!同比大跌 --&1$0

随后的 -月底!比亚迪以&组织结构'调

整为由!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 不仅取消了
开发和营销等部门!同时还对公关#服务#市
场等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一线销售人员的
裁员幅度高达近 %(0"

祸不单行!+月 **日!央视(每周质量报
告) 再次报道了比亚迪 2$车型汽车安全气
囊无法打开! 甚至导致了车毁人亡的消息"

受此消息影响!比亚迪股票上周二开盘后开
始一路下跌!并以 .(,%元的价格!创下了上
市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当天跌幅为 1,.10"

德邦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比亚迪
业绩下滑可能延续到 .(*.年上半年! 德邦
证券指出!其汽车以及充电电池业务均在调
整之中" 德邦证券亦指出!比亚迪汽车业务
的垂直整合模式!关键因素在自制零部件性
能以及研发水平!现在看来比亚迪仍需在这
方面下大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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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深股市 +月 *+日全天呈现
低开低走! 弱势调整态势" 早盘在地产#煤
炭#水泥板块疲弱走低带动下!沪指一度快
速下跌! 在 ./%(点附近止跌企稳! 横盘整
理!两市各板块全线下挫"午后!两市股指展
开窄幅震荡!走势平稳!*/时过后一度出现
小反弹!但上涨乏力"大盘逼近前期 ./$#,1-

低点!跃跃欲试!并于尾盘击穿这一点位!最
低报 ./$#,*#点" 截至收盘!沪指报 ./$#,#+

点!跌 //,%%点!跌幅 *,#+0!成交 /+.亿元$

深成指报 *(1%#,1$点! 跌 ..(,1(点! 跌幅
.,($0!成交 /.-亿元"

在盘面上!板块尽墨!仅酿酒#$3 板块

相对抗跌$ 房地产板块成空方主要阵地!全
天大跌逾 $0!拖累大盘" 造船#电器#物联
网#水泥#煤炭等板块均出现大幅下跌"

对于 *+日的大盘走势!市场分析人士
认为! 出现跳空下挫主要源于三大原因%

*#两巨头 $/% 亿元 456 过会!这无疑是市
场眼下最大的利空了!直接制约了市场的
资金面状况!也是当日股指低开低走的主
要原因" .#国家将继续采取措施调控物价"

这意味着短期货币政策可能很难出现放松!

对持续缺乏资金的市场来说明显不利"$#本
周沪深两市限售股解禁市值 *$$亿元!环比
增三成多! 这给弱势的 !股带来很大的抛
压" 结合消息面和在资金面来看!短期大盘
有再次下探寻求下方支撑的要求!建议投资
者近期多看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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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残酷!明天
更残酷!后天很美好'"谈到对当前 !股走势
的看法!市场知名职业投资人!股市常青树
花荣 +月 *#日在国际旅游岛讲坛上风趣地
说" 这是继去年在海南讲课后!花荣应邀再
次莅临海南举办股市讲座"

对于当前大盘走势!他认为仍处在熊市
下跌之中" 其理由主要是!决定股市涨跌的
供求关系中!供仍然大于求"新股发行不断!

筹备中的国际板也在跃跃欲出$民间高利贷
盛行$国内外经济前景不明$创业板和中小
板不少个股市盈率高企! 在当前人气低迷
下!由于重力的惯性作用!股价还会往下走"

两市跌到当前这个份上!不少市场人士均认
为估值已低!下跌空间不大!花荣不同意这

个看法!他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熊市不
言底!市场不相信估值!市场只相信泪水!只
有血泪成河之时!才有可能真正见底"

有涨必有跌!同理!有跌也必有涨!没
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那么!如何判断后市
的底部呢* 花荣认为可关注以下三方面%

一是暴跌使得管理层受不了!机构#散户
等市场参与者也受不了!&股神'+即股民
神经病,也多起来$二是新股停止发行$三
是有窗口指导不提倡作空" 只要这三个信
号中的一个出现!当然!全部出现更好!就
是底部的到来"

对于当前的操作策略! 花荣的看法是%

逢暴跌可抢反弹"沪市若出现连续放量千亿
以上!逢低可入市"

:;<!$=>?@;ABC

±/� 据财经网报道! +月 *+日中金
公司发布 !股资金与流动性分析周报认为!

大盘新股发行的重启将加大投资者对于市
场资金紧张的预期!信贷紧缩背景下融资需
求上升!未来 !股资金面压力巨大" 在资金
供给面萎靡不振!资金需求压力不断上升形
势下!!股市场将承受资金面压制"

据统计!资金需求方面!目前有定向增发
预案并未实施的公司约 $7(家!预计募集资
金 )$((亿元! 其中已获批的公司 -(家!计
划募集资金 .(((亿元"中国水电等大型 456

不顾市场弱势启动!令 !股脆弱的资金供求
更加失衡" 入市资金意愿不强背景下!每周

日均新增股票开户数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股账户活跃度连续两周徘徊在支撑线以下"

从资金供需情况来看!假设未来一个月
股票新增股票账户数量!新基金募集金额及
海外资金流入情况能与前四周平均水平持
平! 则测算下来未来四周资金净供给金额
为8*$.&)) 亿元!8/(&%$ 亿元!81-&(1 亿元
和8).&/.亿元" 因此中金公司认为!资金需
求面压力依然上升!市场在资金压制下短期
维持弱势"

中金公司认为!市场近期仍将维持弱势
盘整的态势! 市场可能将继续考验 ./$)前
期低点的支撑力度"如果市场遭遇更多的利
空因素的打击! 比如更多大盘新股的发行!

或者月末资金利率急速飙升等!不排除市场
跌破前期低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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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商报报道! 有望成 !股
年内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项目---中国水
利水电 !股于 *+日启动路演! 初定网上发
行时间为 +月 .)日"业内人士预计!中国水
电此次融资规模恐超过 .((亿元!这对于羸
弱的 !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资料显示! 中国水电拟发行至多 $%

亿股!募集资金将用于设备采购以及清洁
能源电力投资等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合计 *)$&*) 亿元" &对中国水电的融资数
目! 不必讨论能否超募! 而在于超募多
少" '北京一家投行高层指出!央企背景加
上资产实力和整合概念兼具的中国水电!

对于任何一家机构而言都是目前弱市下

保值的理想选择!如不出意外!其必将受
到资金追捧! 实际融资金额或将超过 .((

亿元"

今年以来!大盘持续弱市!但新股发行
的速度却不见减缓" 据统计!今年以来发行
上市 .*-只新股! 累计融资金额超过 .(((

亿元!456一直维持在每月 .(家的水平$增
发配股维持在每月 *%家左右的水平! 增发
金额超过 $(((亿元! 而近几个月大股东减
持也维持在 1(亿8*((亿元的水平"

中金公司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如
果今年仍像过去几年最后 /个月占全年融
资额比重达到 /(0的话!市场继续向下的可
能性就不能排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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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经过近几年的潜
心开发!海口旅游商品已呈现精品化#高端
化趋势! 但由于没有与之相配套的销售平
台! 很多精美的旅游商品只能挤进会务礼
品的小众渠道! 既不利于拓展旅游商品市
场份额!也无助于海口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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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提到海口的旅游工艺品#

纪念品!都会指出其工艺设计#包装落后等
老毛病!而对海口旅游商品所获得的为数不
多# 但在业内认可度颇高的奖项知之甚少!

譬如海南的贝艺产品! 在 .((.年中国首届
旅游商品大赛中获过金奖! 在 .((+年的首
届中国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获过铜奖"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

市面上不容易看到我们的优秀产品" '几位
标杆企业的负责人均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椰派公司总经理符为群告诉记者!.((%

年前后! 椰派曾在海口海秀商圈核心位置
租用了上千平米场地作为自己的产品展销
平台!给企业带来销售高潮的同时!也招致
了太多的模仿!一年后!椰派悄然离场"

.((/年!纨美公司的&贝与诗'和&贝壳
花卉' 两项产品的外观设计审请到了国家
专利!此前!纨美的贝艺产品已频繁在国家
和省的旅游商品比赛中获得最高奖" 公司
总经理夏怡表示! 企业下大力气开发出新
产品!获得各种奖项和专利!可证书还没拿
到手!市面上的仿制品已泛滥成灾"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文德林表
示!当前对旅游商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执法
上存在漏洞! 海口市旅游委正与科工信部门
联合! 商讨制定相关措施!&要完全走法律程
序的话!需要一个立法的过程!预计还要几年
时间"如果能通过行业协会来协调!以行业内
部力量来制衡!可能效果会快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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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风海韵是海南旅游的标志!椰#贝也
成为海南旅游商品的重要原材料"

在海口各超市旅游商品销售区! 五颜
六色的椰壳项链# 手链等小工艺品成筐码
放着! 售价多为每件几元" 在椰壳类产品
中!售价较高的是用椰壳来装饰的女式包!

售价为几十元至上百元" 椰饰品销售商符
小姐告诉记者!事实上!海南市场上的椰饰
品定价权不在海南!而在义乌"因为海南椰
饰品原料 -(0以上都流向义乌" 海南只是
把大椰壳分解成小部件! 义乌商人以原料
价论斤称走后!在内地设计#再加工!高附
加值的椰饰产品通过义乌销往世界各地!

甚至返销回海南"

过去! 海南的贝艺产品话语权也被义
乌商人掌握" 然而情况在近两年有了变
化" 经业内人士带领! 记者日前走访了被
香港媒体称作 &中国最大贝壳集散地'的
琼海市潭门镇" 当地贝类工艺品经销商郑
海叶说! 以前潭门的贝类产品基本上都是
被切割成小零件后销往义乌! 这两年当地

人注重大件的设计#雕刻!逐渐形成后厂前
店模式! 直接销售成品! 自主打开国内市
场! 现在潭门一件大的贝艺雕件售价能在
数千元"

不过这种变化似乎跟海口的旅游商品
市场关系不大" 业内人士表示!在海口销售
市场上占主流的贝艺品仍以珠链#小挂件#

风铃# 简单的贝艺画等低端产品为主!&我
们主要集中在超市卖场或者新港码头批发
市场这样的地方!能卖多贵的东西* 而且在
这些地方卖东西!打的就是价格战!东西只
会越卖越便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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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为加快海口旅游商品行
业的发展!海口市旅游商品协会成立!首批
近 /(家旅游商品企业加入" 时至今日!该
协会的会员单位仅有 .(多家"

据悉! 海口旅游委正在积极与海口市
政府协调! 争取将市中心一处会展中心改
造成海口旅游商品集贸市场!&相当于永不
落幕的旅游交易会! 要求进入卖场的旅游
商品企业都加入旅游商品协会! 协会的实
力增强后! 才能以协会的行业自律来破解
仿造难题" 通过解决企业的销售问题!使企
业有足够的资金去完成升级改造! 做大做
强" 希望能以扭转旅游商品销售的困局!激
活海口旅游一盘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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