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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购买墙漆应注意
甲醛等问题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20款乳胶漆商
品比较试验结果，除了消费者最为关心的甲醛释
放量的问题，乳胶漆产品的诸多理化性能也关系
到产品性能和质量，应该受到更多消费者关注，在
选购时有更多的参考。

耐洗刷性是指在规定条件下，漆膜用洗涤介
质反复擦（刷）洗而保持不损坏的能力，是反映涂
料产品使用寿命的主要指标。根据国家标准GB/
T9756-2009《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规定，耐
刷300次达到合格品，耐刷1000次达到一等品，
优等品耐刷必须达到5000次以上。耐洗刷性不
合格的主要原因是配方不合理，乳液选料或助剂
选用不当。

除了耐洗刷性，“对比度”也是乳胶漆产品不
合格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比度”是衡量白色及浅
色涂料遮盖能力的指标。评价涂料遮盖率的好坏
不能仅看施工的感觉，关键还要看漆膜干燥后的
遮盖力。对高档产品来说，一般湿遮盖率（产品未
干时的遮盖能力）好于干遮盖率，低档产品则相
反。对比度反映出产品的遮盖力，能体现涂料最
终使用效果。

很多消费者在选购墙漆时可能最关注甲醛问
题，国家标准GB18582-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对游离甲醛项目有严
格规定，按照标准，应不高于100mg/kg。

同时，国家标准GB 18582-2008《室内装饰
装修材料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除了对游离
甲醛释放量做出要求，也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苯系物、可溶性重金属做出限量规定。
例如，挥发性有机物标准为≤120g/L，苯系物标准
为≤300mg/kg，可溶性重金属以mg/kg为单位，
铅标准值≤90，镉标准值≤75，铬标准值≤60，汞标
准值≤6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4月份
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其中，房地产投
资增速提高引发关注。在全国多地
加码楼市调控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
增速为何有所加快？投资领域出现
了哪些趋势性变化？

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一
季度低0.3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增长9.3％，增速比1至3月
份提高0.2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增速加快主要是前期
房地产市场的延续效应。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邢志宏分析，去年，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2.5％，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比较强的景气局
面，很多房地产企业加大了投资力
度，很多在建项目仍在进行。

“投资项目有周期性，一旦开工
需要延续一段时间。所以，目前房地
产投资的增长可以说是这种周期性
的延续。”邢志宏说。

今年3月以来，全国超过50个
城市出台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
商等措施，加码楼市调控。其中，北
京、广州、厦门、杭州、深圳等一二线
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强力升级、
严堵政策漏洞；政策调控地域范围从
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扩展
到一些三四线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副所长向松祚说，从广度和深度来
看，此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堪称“史上
最严”，标志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态
势已然形成。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副司长毛盛勇介绍，新一轮调控措
施对房价和其他房地产相关指标的
影响，可能在4月份以后陆续显现。
下一阶段，房地产成交面积增速可能
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企业投
资的积极性。而一些热点城市有计
划地加大了土地供应，有利于推动房
地产投资的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速

下一步还有待继续观察。
事实上，房地产投资中的一些指

标增速已经出现了回落。比如，房地
产投资中占比超过 60％的住宅投
资，1至4月增速比1至3月回落0.6
个百分点。同时，房屋新开工面积、
商品房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企业到
位资金等指标增速也有回落。

相比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
业在总体投资中占比更大。从4月
份数据来看，投资总体增速虽然略有
回落，但也保持了相对平稳，且内部
结构正在持续优化。

今年前4个月，房地产投资对全
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20.1％，拉动
投资增长1.8个百分点。同期，基础
设施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为 48％，拉动投资增长 4.3 个百分
点。

1至4月份，基础设施投资高位
运行，特别是在短板领域的投资力度
进一步加强。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

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道路运输
业等投资增速都超过20％。

制造业投资方面，尽管1至4月
份增速比一季度低0.9个百分点，但
体现新动能的制造业投资快速增
长。当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22.6％，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
17.7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总体平稳
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出现短期波动。
1 至 4 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9％，尽管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了
3.7个百分点，但与一季度相比有所
回落。

邢志宏说，去年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
施，但还需加大政策落实力度，继续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此外，要不断从
融资环境、信用体系等方面给民间投
资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激发内在动
力，促进有效投资的快速增长。

（据新华社）

商品房销售面积4165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5.7%
增速比1-3月份回落3.8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13.0%
办公楼销售面积增长49.3%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30.6%

商品房销售额33223亿元

增长20.1%
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6.1%
办公楼销售额增长50.4%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41.4%

作为房地产相关业态的延伸领
域，长租公寓已逐渐成为房企的新业
务维度，最近，不少房企均动作频频。

近日，万科、龙湖皆携带长租公寓
品牌进军杭州市场，其相关负责人均
表示，并非玩票性质，而是认真的。资

料显示，截至2016年底，万科长租公
寓品牌“泊寓”已经在全国实现18个
城市的布局。在万科定位于城市配套
服务商打造的“热带雨林”全生态体系
中，长租公寓占据重要一环。

似乎预示着新的市场趋势，不久

前，碧桂园也宣布，碧桂园上海区域已
成立长租公寓管理部和产城发展部，
并计划在沪拓展业务。此前，碧桂园
集团总裁莫斌曾表示，碧桂园要深耕
上海市场，在上海投入加码，不仅仅继
续推进住宅开发业务，还要成立长租

公寓和产城发展部、商业管理部等，在
房地产行业的多个领域发力，深拓碧
桂园在沪发展的业务深度和广度。

业内认为，单独辟长租公寓管理
部，足以证明其在碧桂园未来长期战
略中的布局明确性和重要性。

房企变“房东”卖房变“租房”

房企加码布局长租公寓

好房中国海南运营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好房中国海南运营启动

大会暨好房YOU+开业典礼日前在海口举行。
好房中国海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把好房中

国“互联网+”平台运营和传统中介的服务能力整
合到一起，力求形成这个行业里的标杆，让传统中
介回归到和链家一样的起跑线，依靠合理收费、优
质服务、诚信经营参与到行业竞争，和消费者共赢。

据悉，好房中国成立于2008年，经过8年时
间，目前用户已遍布全国366个城市，累计服务门
店达4万家，固定门店服务数量为3万家，注册经
纪人超50万。

“北京的中介费降了。”有消息称，北京二手房
市场的中介服务费已进入全面下调时代。记者走
访市场发现，由于市场成交量近两个月逐步趋冷，
中介机构为争夺客源确实开始抛出“佣金打折”的
橄榄枝。不过，记者发现，无论是2.2%还是2%，
打完折后的中介服务费费率仍然突破了发改委文
件规定的上限，购房人呼吁来一场实实在在的降
费。

链家因为品牌优势，中介费是行业中最贵的，
之前一直按照成交额的2.7%来收取。而目前，不
少门店都把这个费用降到了2.2%。

不过，无论是链家、我爱我家还是其他中介机
构，记者从各方求证到，目前的中介费下调只是楼
市成交量下滑之下各中介门店为争抢业务的自发
行为，并非规定动作。

“我们从来没收到过公司通知，要求下调中介
费。不过，现在只要能做成一笔交易，我们都会给
购房人至少8折的中介费优惠。”一位我爱我家的
经纪人告诉记者。 （据北京晚报）

北京买二手房
中介费“松动”

房地产的低增长时代，高
价抢地，高周转，快速扩张这
些发展模式似乎正在失灵，为
备战存量时代，越来越多房企
选择将长租公寓作为下一个
掘金新领域。

如果说前两年，万科等一
线房企对长租公寓的态度仅
是“试水”或“尝鲜”，那么，自
持土地模式的推出、史上最严
调控的出炉、租售并举的市场
发展趋势，都在促成一道令开
发商加码布局租赁市场的推
力，使其变“试水动作”为“业
务转型”。

对此，业内认为，房地产
交易进入低潮期，房企变“房
东”，“卖房”变“租房”将成为
自然推进的市场现象，一方面
消化手中的房源，另一方面寻
求卖房以外的业务增长点，长
期而言将是众多房企的转型
选择。 各方资本的竞相角逐之下，长租

公寓的市场前景充满了想象，也布满
未知数。

据知，目前中国长租公寓品牌超
500家，除专业运营机构外，房企逐渐壮
大为另一支市场力量，目前已知有万科、
远洋、龙湖、金地等房企已迈入该行列。

竞相角逐之下，市场秩序不规范、
规模参差不齐、盈利模式欠成熟等随
之而来的“圈地”综合症似乎不可避
免。早前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
景晖曾提出，小规模、大概念的长租公

寓肯定不赚钱，他甚至认为，没有足够
的资金支持，长租公寓市场的小鱼在
一年之内就会慢慢消亡。

长租公寓的市场反应究竟如何？
面对调查，有开发商向记者表示，

许多公司或多或少、或显性或隐性地在
做类长租公寓项目，但实际售租很大一
部分是靠“内部消化”，或者干脆做成了
变相的员工宿舍，“长租公寓离真正的
市场化检验似乎还需要时间”。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
进认为，上述做法与长期发展长租公

寓和租赁市场等发展思路有所违背，
“后续还是需要面向社会大众提供类
似的产品，以进一步扩大覆盖面。”

换言之，长租公寓的痛点仍待挖
掘。“房企投入长租公寓面临几个问
题：一是对这块业务不一定很熟；二是
即使做了，能不能盈利还是未知；三是
卖出去是不是统一经营和管理还是很
大的问题，如果是整体持有，开发商统
一管理还好，一旦散售出去除非签订
统一管理协议，不然后续会有很大的
问题。”张宏伟告诉记者。（据新华网）

房企在长租公寓市场动作频频

存量时代的下一个增长点

行业趋势表明，长租公寓将成
为存量时代的下一个业务增长点，
不少房企也做好了全面备战的准
备。甚至，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
示，增量市场萎缩形成的挤出效应，
将导致租赁市场变为下一个圈地的

业务新领域。
而从目前经营长租公寓的三类企

业来看，相比酒店和互联网创业企业，
房地产企业无疑具备诸多优势。同策
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做长租
公寓对开发商而言基本没有太多门

槛：第一，主流房企本身在一二线城市
开发有项目，手上有房源可以直接出
租或卖掉再统一管理；第二，大房企基
本布局在核心城市，这些区域的房价
近两年越来越高，导致买不起房而想
长期租房的需求逐渐攀升。

“对开发商来讲，长租公寓意味着
资本的另外一条出路，当拿地开发模
式增速不再那么高的时候，通过租赁
管理，一方面获得经营的租金和服务
收益，另一方面资产本身的价值也获
得增长。”张宏伟进一步解释道。

长租公寓的痛点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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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增速提高
分析称：系前期市场延续效应

前四月房地产开发投资27732亿元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出炉的数据：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7732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9.3%
其中：住宅投资18671亿元，增长10.6%，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

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3%

从地区分布来看：

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15437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与1-3月份持平

中部地区投资5755亿元，增长16.8%，增速提高1.9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投资5794亿元，增长7.7%，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投资747亿元，下降13.7%，降幅扩大4.9个百分点

1-4月

制图/陈海冰

北上广深等城相继调控
商办项目：

不得擅自商改居
继北京之后，广州、上海、深圳等

热点城市陆续出台了针对商办市场
的楼市调控措施，虽然管控力度强弱
有别，但均明确商办项目不得挂钩居
住属性，且部分城市还探索在建筑、
设计方面的管制方式，力图从产品开
发一端，降低商办项目转向居住用途
的可能。

3月26日，北京住建委发文调控
商办市场，一句“商业、办公类项目
（以下简称商办类项目）应当严格按
规划用途开发、建设、销售、使用，未
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为居住等用
途”，彻底改变商办市场规则。

北京上述政策，既阻断了个人购
买未建、在建、在售商办项目的渠道，
同时为个人购买二手商办房屋也设
置严苛门槛。

时隔四日，广州提出加强商办类
房地产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
销售商办类物业，销售对象应当是法
人单位；法人单位购买的商办类物业
不得作为居住使用，再次转让时，应
当转让给法人单位”。

4月21日，成都多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建设
项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商业、办公类
建设项目严格按照规划用地性质及
规划许可开发、建设、销售、使用，严
禁擅自改变为居住用途。

同日，上海要求土地出让合同中
应明确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
公项目，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
公寓式酒店。

深圳也于5月12日发文限制商
办转性，未来5年，商业办公、研发用
房转公寓、偷面积、改建将被严格限
制。“新政出台后，此类设施将更多的
服务于办公需求，即不太可能服务于
居住的需求。”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称，这对后续深
圳商办项目有利空效应。

至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等多个城市落地了针对商办项目
的调控政策，从城市类型看，基本集
中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

无论从政策内容篇幅，还是发布
时间、后续配套举措来看，北京对商
办项目的管控实属最严。

“3·26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北京
商办市场实际成交大幅下跌。”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直言，堪称历
史最严的商办限购政策，对此前过热
的商办市场打击明显。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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