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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
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显示，70城房价年末翘尾，16个
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正增长。

深圳房价领涨远超沪京

在连续15个月同比下跌后，70个
大中城市房价首次出现了同比正增长。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5年
12月份房价同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与上
月持平，依然为21个，占30％。房价涨
幅最高的城市仍是领涨全国房价13个
月之久的深圳，与2014年同期相比暴涨
47.5％；上海和北京分别以 18.2％和
10.4％的涨幅紧随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房价同比涨幅持续
扩大。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研报显示，70个大中城市12月份房价
同比增幅0.3％，16个月以来首现同比
正增长。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刘建伟指出：“越来越多的城市同比
涨幅由负转正，且比上月有所扩大。二
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35个，其
中33个城市的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一线城市楼市的热度有多高？上海
一位改善型购房者告诉记者：“现在在上海
买房要抢！”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价格预
期的提升，目前一些开发商“惜售”待涨。

仲量联行华东区董事总经理顾东尼
表示，2015年上海住宅成交量创出六年

新高，全年成交总量同比增长51％。在
强劲销售的支撑下，开发商纷纷在第四季
度提高售价。2015年第四季度上海高端
住宅市场均价季度环比上升1.9％。

房价分化现象更明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 12
月份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2015年12月同比价格下降
的城市有49个，最低为辽宁丹东市，降
幅达5.3％。

环比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
降的城市有27个，持平的城市有4个，上
涨的城市有39个，比上月多6个。刘建伟
说，由于各城市供需状况各不相同，城市
间房价分化现象仍非常明显。一线城市
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较快，环比
涨幅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余二线城市环
比较为平稳；大部分三线城市仍然处于库
存逐步消化阶段，环比仍在下降。

三四线城市以去库存为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化解房地产库
存上升为“国家任务”。从目前来看，全国
楼市整体库存规模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截至2015年12月底，易居研究院
监测的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
量为26090万平方米，环比减少1.0％，
同比减少4.4％。目前已经出现连续5

个月库存规模同比负增长的态势。其
中，一、二、三线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 库 存 总 量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
12.9％、－3.2％和－2.5％。35个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为11.8个月，为近
28个月以来的新低，大体相当于2013
年8月份的水平。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称，部分大

城市甚至开始“补库存”。35个城市中，有
22个城市的库存出现同比下降，其中苏州
同比降幅最大，为 39.6％，较 11 月份
33.4％的降幅继续扩大，这也对应了2015
年下半年苏州房价上涨明显的态势。

在一线城市地价居高不下、竞争近
乎白热化之际，一些敏锐的开发商开始
将目光盯向热点二线城市。融创中国

董事长孙宏斌告诉记者：“2015年以来
我们进入了8个二线城市，今年布局重
点是二线核心城市。”

瑞银中国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李
智颖预计，2016年一线城市的房价上
涨压力仍大，二线城市房价则继续分
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仍以降价去库存
为主。 （新华社上海1月18日电）

70城房价16个月来首现同比正增长

这是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一处楼盘。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27个，上涨的城市有39个，持平的城市有4个。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李延
霞）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
行、工商总局四部门18日发布风险提
示，“MMM金融互助社区”及类似金融
互助平台和公司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
记，系非法机构，具有非法集资、传销交
织的特征，广大投资者要高度警惕。

近期，“MMM金融互助社区”等打
着“金融互助”旗号的网络投资平台频
现，不少投资群众参与其中。四部门表
示，此类平台以高额收益为诱饵，吸引

广大公众参与投入资金或发展人员加
入，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社会公众
利益，具有极大风险隐患。

提示称，据俄有关部门通报，2007年
4月28日，“MMM金融互助社区”创始
人谢尔盖·马夫罗季通过MMM公司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被俄罗斯当局指控犯有
诈骗罪，并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后刑
满释放。后又重操旧业实施诈骗，应引起
投资人高度警惕。此外，其推广网站未经
核准备案或由境外直接接入，且网址频繁
更换，风险巨大；且资金有流向境外的可

能，投入资金人员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提示称，“MMM金融互助社区”及

类似金融互助平台未经批准，通过网
站、微博、微信等多种渠道公开宣传，承
诺畸高利息，引诱群众投入资金；同时，
设置“推荐奖”、“管理奖”等奖金制度，

鼓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并按加入先
后形成层级关系、计算返利金额，具有
非法集资、传销交织的特征。

四部门提示，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值
规律，投资风险巨大，资金运转不可长期
维系，一旦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将面临严
重损失。请广大公众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和法律意识，认清相关平台欺诈本质，自
觉抵制参与，勿要贪恋非法获利，维护自
身财产安全。同时，对掌握的违法犯罪线
索，可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银监会等四银监会等四部门发布风险提示部门发布风险提示

““MMMMMM金融互金融互助社区助社区””系非法机构系非法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姜琳）财政
部国库司副司长杨瑞金18日表示，2015年财政
部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全年国债发行规模首
次超过2万亿元，达到2.1万亿元，其中储蓄国债
发行3000亿元。

据杨瑞金介绍，2016年财政部将继续深化国
债发行市场化改革，完善国债期限结构。计划全
年按周滚动发行3个月国债，增加两年期以下国
债发行规模，适当加大30年国债发行规模。同时
进一步完善地债国债招标发行机制，将招标期限
由5个工作日减少到3个工作日。

去年国债发行规模
首次超过2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杨帆）18日，沪深两市大幅低
开，沪指直接跌破 2850 点“婴儿底”，低见
2844.70点，并创出2014年12月以来新低。开盘
后两市迅速冲高，创业板沪指相继翻红，权重股表
现相对弱势，临近午盘国企改革概念股突然爆发；
午后两市全面走高，沪指盘中涨逾1.5%，创业板
一度涨近4.5%；临近尾盘，两市高位回落，沪指再
度逼近2900点。

截至收盘，沪指报2913.84点，涨12.87点，涨
0.44%；深指报 10155.96 点，涨 158.04 点，涨
1.58%；创业板报 2174.94 点，涨 62.03 点，涨
2.94%。成交量方面，沪市成交1736.20亿元，深
市成交2989.36亿元，两市共成交4725.56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缩量近650亿元。

板块方面，互联网板块涨幅居前，生意宝、盛
天网络、游久游戏涨停。虚拟现实走势强劲，岭南
园林、东方网络、金刚玻璃等5只个股涨停。充电
桩概念股走强，和顺电气、通合科技涨停。仓储物
流走强，中储股份涨停，怡亚通涨逾9%。煤炭板
块走势疲软，潞安环能跌停，阳泉煤业跌逾8%。
保险板块走弱，中国太保跌逾2%。银行板块走
弱，民生银行、光大银行跌逾1%。

个股方面，两市逾80只个股涨停，9股跌停，
326只个股涨逾5%，33只个股跌逾5%。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指涨0.44%
强守2900点
创业板涨2.94%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
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
买。（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
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2月24
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
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
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经
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6年2
月24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
时间：2016年2月16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6年
2月26日 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
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
项：（一）27010-201487号地块安排用于饮料生产项目建设。（二）竞买成
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
1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
时间付清。（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
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
（四）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
缴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http://
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电话：0898-
67629052、6530360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 19日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澄国土资告字〔2016〕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位置 面积(公顷) 使用年限 用途 容积率
27010
-201487

建筑密度 建筑系数建筑限高 绿地率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备注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北
二环路6.5公里处南侧

2.6561 50年
工业
用地

≥0.8且
≤1.8 ≤60% ≥30% ≤30米 ≤ 20% 8431404 ≥660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6〕1号
我局于2015年12月27日在《海南日报》A07版刊登的《儋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土环资公告[2015]96号）。现将延
期事项公告如下：1.原提交书面申请及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6年1月22日下午17时（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现提交书面申请
及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延期至2016年2月1日下午17时（以保
证金实际到账为准）。2.原地块挂牌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27日上午
11:00，现挂牌截止时间延期为：2016年2月3日下午3:30。

特此公告。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6年1月19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国土资告字〔2016〕4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宗(幅)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

策性文件另有规定及经核实有闲置土地的单位外）均可参加竞买。属
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
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按挂牌出让公告规定
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国土资源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
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2月26日到东方市国土
资源局办公楼三楼土地利用岗(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22号窗
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16年2月26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将在2016年2
月26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挂牌起始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8: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为：2016年2月29日15: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七）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
的出让价款，余款须于出让合同签订后60日内一次付清，出让合同签
订后30日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

（八）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
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

（九）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十）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方小姐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0898-65303602
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侧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1月19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5-16号
东出让2015-17号

位置
东方市垃圾处理场旁、海榆西线北侧

东方市疏港大道西侧

面积（m2）
176177
27314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使用年限
50年
50年

容积率(R)
0.7≤R≤1.0
R≥0.5

建筑密度
≤40%
≥35%

绿地率
≥25%
≤20%

建筑限高(米)
≤38
≤45

建筑系数
--

≥30%

竞买保证金(万元)
3651
802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6084.0965
1335.65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海地税第一分局公[2016]1号

琼海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0278074088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

百零六条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琼海地税第一分局限改

[2016]2号）。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附件：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琼海地税第一分局限改[2016]2号）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2016年1月19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琼海地税第一分局限改[2016]2号

琼海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02780740885）

你单位开发的“泰华家园”项目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送

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六十二条，限你单位于2016年1月30日前予以改正。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

法向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

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2016年1月19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公 告
以下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

但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报送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经我分局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仍未报送土地增值税清算资料。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
91号）和《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规范土地增值税清算核定征收
工作流程的通知》（琼地税发[2014]112号）规定，现拟对以下单位
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采取核定征收方式进行土地增值税清
算。特此公告。

附件：拟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开发项目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名称

珠江花园

鸿运大厦

爱琴·万泉水
郡三期

万泉河温泉
小镇17-20#

京博雅居一
期

京博雅居二
期

纳税人名称

琼海鸿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琼海鸿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琼海华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琼海世纪华宇置
业有限公司

海南京博房地产
有限公司

海南京博房地产
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460002767475706

460002767475706

460002665122918

460002786626573

460002760399309

460002760399309

法人代表

孔秋芳

孔秋芳

陈华

蔡仕锋

邓宜春

邓宜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2016年1月19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XZ201601HN000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招租文昌市文城镇就业饮食一条街
（一期）项目，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椰乡路，由2个临街地
块组成，总占地37.23亩，地块上有6幢建筑物（2-4层不等），主体
工程已经完工，总建筑面积36174.3m2，停车位473个。该项目位
置交通便利，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基本齐全。

1、挂牌底价：第1年至第5年年租金656.47万元/年，第6年
至第10年年租金1508.02万元/年。2、租赁期限：10年。3、经营
范围：本项目整体业态规划布局，主要经营特色美食、风情酒吧、
文化旅游商品等为主。商家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其他项目时应适
当考虑本项目的规划布局定位。4、竞租保证金：报名需缴纳200
万元竞租保证金，公告期内须到达产交所指定账户，竞租保证金
在确定为承租方后用于支付租赁押金100万元及交易服务费，多
退少补。5、竞租方式：公告期满若只产生一个意向承租方，采取

“公开挂牌，一人摘牌”方式确定承租方；产生两个及以上意向承
租方的则采用“网络竞价，价高者得”方式确定承租方。6、租金确
定：（1）若项目竞价成交，以第1年年租金为竞租底价，最高报价作
为前5年每年年租金；第6年至10年年租金为挂牌底价加上第一
年年租金的竞价增值部分。（2）合同生效后的前18个月作为市场
培育期（含在10年租期内），免缴租金。7、租金支付：成交后，5个
工作日内按招租方提供的房屋/铺面租赁合同文本签订租赁合同，
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承租方需一次性支付前五年租金（第1至
第18个月免租金），第6年至第10年租金按年支付，先支付后使
用。8、公告期：2016年1月19日至2016年2月18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
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1月19日

土地使用者
（所有者）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
道夏瑶经济合作社
用地
四至

土地座落

海口市海
府二横路

权属性质

集体土地
所有权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657.82m2

北至：龙岐股份合作联社用地
东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用地
西至：周一浪用地

南至：海府二横路

海口市关于土地登记申请审核情况
公 告

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对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夏瑶经济合

作社土地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若对公布的土地使用

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2016年1月31日前，到我局申请办理

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有效，准予登记注册。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

2016年1月19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89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海甸五东路1号福海
新城1#1401号房（证号：HK100736号，建筑面积：120.96m2），参考
价：54.9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1、拍卖时间：2016年2月4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
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2月3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以2016年2月2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账号：1009454890000129；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
第89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6533938、18689521478，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