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润研究院
18日发布叶2018胡
润房地产企业家
榜曳袁恒大董事局主
席 许 家 印 财 富
2150 亿元蝉联地
产首富袁女首富野80
后冶碧桂园董事局
副主席杨惠妍居
第二袁财富达 1350
亿元曰64岁的万达
董事长王健林以
650 亿元位列第
三遥

房地产在最新
发布的百富榜上
人数占比与去年
基本持平 袁 去年
14.6% 袁 今 年
14.9%遥 前 50名总
财富继去年大涨
44%之后袁 今年几
乎不变袁 为 1.5万
亿袁但仍是五年前
的 2倍袁 是十年前
的 3倍遥

胡润百富董事
长兼首席调研员
胡润表示院野房地产
在我们百富榜的
前 15 年里都是上
榜人数最多的第
一大行业袁但呈逐
年下降趋势袁虽然
今年基本保持遥 冶

榜单显示袁融
创董事长孙宏斌
和华夏幸福董事
长王文学为前十
名中缩水最多的富豪袁 财富值分别
为 410亿元和 360亿元遥 融创主要
受到乐视退市危机的影响而股价下
跌袁华夏幸福主要因为 A股整体市
场下滑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受到一些
考验而股价下跌遥

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十三次
发布野胡润房地产企业家榜冶前 50
名遥胡润表示袁房地产在我们百富榜
的前 15年里都是上榜人数最多的
第一大行业袁但呈逐年下降趋势袁虽
然今年基本保持遥 郑勇

06 财经 姻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

近期袁野房闹冶事件陆续在上海尧长沙尧
郑州尧天津等多地上演遥

先是万科厦门白鹭郡传出了野五折大
甩卖冶尧野退款 100万冶传言曰后有泰禾合肥
院子野降价 4000元/平冶促销袁引来老业主
堵门尧拉横幅维权曰再是杭州滨江未来海
岸二期野降价 40万冶尧江西上饶某项目房
价野由 1万元骤降至 7000元冶袁轻者业主
维权尧退房袁重者售楼处直接被砸遥

所谓野房闹冶袁多数情况下是指已购房
的老业主由于对新开或新推盘价格低于其
购房时的价格不满而组织的针对开发商
的尧集体闹事行为遥一般闹事原因也会包括
房子质量问题尧开盘价和宣传价不符等遥

市场
野降价便退房冶的房闹逻辑袁果真能让

房价回归野理性冶钥

从常识上讲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遥在地产周期的下
行期袁开发商处于环境压力的降价行为乃
是市场行为袁和其他商品无异遥

然而多年以来袁中国楼市只涨不跌的
惯性神话袁 支撑起了老百姓的 野楼市信
仰冶袁形成了野买到就是赚到冶的观念遥从购
买方看袁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客袁基本
都用了信贷杠杆袁一旦价格向下袁便会形
成放大损失效应袁野房闹冶也就在所难免遥

无独有偶袁除了房地产市场下行周期
内由降价引起的退房现象袁二手房涨价时
业主或中介的坐地起价尧撕毁合同等行为
也是闹事根源之一遥这其中也都透露出市
场野契约精神冶的缺失遥

道理其实不难讲袁如果房产一贬值你
就要求对方退款赔偿的话袁那么房产升值
的利处又凭啥独吞呢钥 野涨了就乐袁跌了就
闹冶的心态显然是不理性尧不成熟的遥

当然袁这也并不是说买方就要为野房
闹冶担上全责遥 以开发商房屋质量问题为
例袁当野高价拿地冶遭遇政府野限价冶袁偷工
减料尧降低建筑标准尧以至于业主退房退

款的事件也屡屡发生遥比如 9月份北京二环华润昆仑域
业交房时就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袁多处水泥填补过的裂
缝袁与广告宣传时的房屋标准明显不符遥

岛叔想说的其实是袁任何资产都是有风险的遥
在股票市场袁不久前达到万亿市值的野股王冶贵州茅

台袁如今罕见跌停曰在理财市场袁老百姓对野保本理财冶的
观念根深蒂固袁未来刚性兑付却将成为历史遥

至于房地产市场袁我们也必须理路清明要要要只涨不
跌的楼市博傻时代已成过去遥

政策
如何止住野房闹冶钥

最要紧的无疑是正确认识地产市场袁而这就需要在
更高层面认识政策趋势和经济规律遥

近期袁厦门尧广州等地楼市全面取消限购的消息疯
狂刷屏袁甚至有传言说袁野国务院规定半年内必须放开楼
市全部限购冶遥传言除了对地产政策的曲解外袁还隐含着
对今年央行货币政策 4次降准的炒作袁过去的思维认为
央行一放水袁房价就大涨遥

而事实上袁从最新数据看袁统计局发布了今年 9月
70个城市的房价数据袁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均下降袁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遥

另一方面袁从另一组数据看袁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
示 GDP增速继续下滑至 6.5%袁 创 09年 2季度以来新
低袁净出口负贡献尧工业增速下滑尧汽车尧电子增速显著
下滑遥 加之一二线楼市调控只紧不松袁三四线棚改货币
化逐渐退出要要要当前有声音认为袁经济下行压力将倒逼
政府放松地产调控遥

对此袁岛叔只有一句院展望未来楼市的关键袁还是要
吃透今年 7月 31日中央政治局指出的 野坚决遏制房价
上涨冶的精神遥

从实际层面看袁仅在 9月袁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
布次数就高达 70次袁全年已调控 400余次袁取消预售证
制度也在一些城市陆续推出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中已经把野房地产税法冶列入条件比较成熟尧任期内拟提
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的第一类项目曰实施租售并举已成为
政策共识袁公租房尧共有产权房的供给不断增加曰同时袁
住建部也在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体系袁完善对地方房地
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遥 李峰

数据显示袁今年以来袁中国风险投资的总额
达到了创纪录的 938亿美元袁领跑全球曰排名第
二的美国风投总规模为 916亿美元袁比中国低了
22亿美元曰而世界其他地区风投总额全部加起来
也不过 534亿美元袁 差不多是同时期中国的一
半遥

音超级风险投资频现
呈现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超过 1 亿美

元的野超级风险投资冶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袁尤其
近几个月表现更为明显遥 举几个例子袁人工智能
野独角兽冶商汤科技今年连续获得多笔大额投资袁
包括 4月获得阿里巴巴领投的 6亿美元 C轮融
资尧5月宣布获得 6.2亿美元 C+轮融资尧9月软银
中国又向其投资 10 亿美元曰 东南亚出行巨头
Grab 今年 6 月获得了丰田汽车投资的 10 亿美
元袁短短 2个月之后的 8月袁又宣布新一轮融资
增至 20亿美元袁令人应接不暇遥 除此之外袁还有
大量金额在 5亿美元及以上的投融资事件袁使得
这个市场相当热闹遥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袁在这么多野超级风投冶事
件出现的背景下袁22亿美元的差距似乎不算大袁
中国风投的榜首位置似乎也很容易被取代袁但这
样的变化却不容易出现袁因为整个世界范围内的
创业生态系统正在发生转变要要要从过去由美国
主导转变为由中国来推动遥 这家机构的原话是这
样说的院野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转变遥 冶

上面这个统计显示袁 在今年的绝大多数时
候袁中国创业公司获得风投的规模都领先于包括
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袁而今年 6月更是出
现了大幅领先的现象遥

音中国市场表现显眼
中国创业公司大规模获得风投是因为什么

呢钥
重要原因在于袁彼时蚂蚁金服获得了总额为

140亿美元尧 由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GIC)领投的 C轮融资遥 在风投历史上袁这是迄
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融资遥

事实上袁早在今年初袁普华永道(PwC)与 CB
Insights联手发布的最新报告便已指出了这一趋
势遥

该报告显示袁2017年全球风险投资基金的投
资额同比增长近 50%尧超过 1640亿美元曰而在亚
洲袁风投资金翻了超过一番遥 在这其中袁中国市场
的表现颇为显眼遥 2010~2016年袁中国在全球风险
投资(A轮到 D轮)年均复合增长率最快的十个地
区中排名第二曰而从投资的平均数额来看袁中国
则以平均每笔 3000 万美元的投资数额稳居榜
首遥 可观的单笔投资金额加上快速的增长率袁显
示出中国风投市场强劲的生命力遥 林峰

今年中国风投总额已达 938亿美元
位列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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