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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袁深圳尧杭州尧东莞尧宁
波等多个楼市热点地区发布从严调
控政策遥上半年袁这些城市无论是地
价还是楼价袁都出现较明显的上涨遥
调控政策发布后袁 前期房价持续上
涨态势有望结束遥

业内人士预计袁 下半年对楼市
影响最显著的房贷利率政策仍会以
宽松为导向袁 但房价炒作过多的城
市会面临收紧的可能遥

调控升级

7 月 15 日袁深圳发布八条重磅
楼市调控措施遥调控内容包括院限购
政策升级袁 必须有 36 个月社保曰首
套房首付比例依然为 30%袁 已经有
一套房的再购房首付比例 70%起袁
非普住宅达到 80%曰 增值税免征从
2 年调整到 5 年曰750 万元以上为豪
宅袁加强热点小区管理遥

深圳表示袁 要通过调整商品住
房限购年限尧 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
措施尧 发挥税收调控作用等手段对
楼市进行调控袁 支持合理自住需求
的同时遏制投机炒房袁实现稳地价尧
稳房价尧稳预期目标遥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袁除
深圳外袁7 月以来袁已有杭州尧东莞尧
宁波等热点城市出台房地产约束性
调控政策遥整体看袁这些城市发布政
策的共同点是楼市热度高袁 房价明
显上涨遥 楼市上涨的主要原因来自
资金面宽松袁炒作氛围升温遥

遏制涨势

随着调控升级袁 这些前期涨幅
较大的城市将结束连续上涨势头遥

以深圳地区为例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袁6 月
份 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袁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遥 其中袁北京尧
上海尧 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4%尧0.5%尧0.6%和
0.8%遥 深圳涨幅位列一线城市之首遥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袁 深圳是全
国最近一轮楼市上涨的领头羊袁 出现调控政策升
级已经有预期袁出台政策将明显打击投资需求遥 按
照过去深圳市场的惯例袁 预计部分投资客很可能
开始离场袁房价也将开始调整遥 政策内容集中在税
费尧购房资格尧信贷政策等多方面袁深圳楼市有望
开始进入调整周期遥

张大伟指出袁深圳楼市过去一年多来的上涨袁
主要原因除供应少之外袁 与非普住宅标准取消有
非常大的关系遥 本次政策将非普标准提高袁750 万
元以上的豪宅袁将变成二套首付 80%袁接近当下全
国政策最严格的北京袁 这对高端住宅市场的打击
很大遥 深圳过去的购房资格相对容易袁落户难袁大
部分炒房客借助新深圳落户获得首套房贷款资
格袁本次政策升级要求必须 3 年社保袁这也将有力
打击部分炒房客遥 整体看袁预计下半年袁房价将开
始一轮明显调整遥

保持稳定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袁
深圳等地调控升级袁反映出今年的政策风向遥 部分
城市房价上涨过快袁违背了野房住不炒冶的政策导
向遥 通过此类政策出台袁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市
场的稳定袁防范市场炒作遥 后续其他房价不稳定尧
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袁也会有政策出台遥

多位业内人士强调信贷杠杆的变化影响遥 上
半年房地产调控以宽松刺激为主袁 包括各种人才
政策尧落户政策尧一日游的松绑政策遥 从 7 月开始袁
部分房价明显上涨的城市开始了收紧遥 从市场走
势看袁 信贷政策袁 尤其信贷杠杆政策是最核心政
策遥

7 月全国贷款市场 5 年期 LPR 为 4.65%袁与 6
月份持平遥 此次 LPR 利率出现了连续 4 个月没有
下调的现象袁信号意义很强遥 上半年已经出现了两
次较明显的 LPR 降息袁利率下调将保持克制袁不会
无限制地持续下行袁即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遥 从当
前政策导向看袁更多强调对既有利率政策的消化遥
从下半年来看袁一方面宽松的利率环境依然存在袁
另一方面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在减小遥 刘强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
叶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曳显
示袁今年二季度倾向于野更多
消费冶的居民占 23.4%袁比上
季提高 1.3 个百分点遥 随着居
民对经济形势的预期趋于乐
观袁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比
例呈上升态势袁居民的消费意
愿更强了遥

教育是支出大头袁线上市
场火爆

野自从孩子升入高中袁我
们几乎没有一天闲着袁送孩子
去上各种培训班遥 冶北京市民
孙女士的女儿今年秋天就要
升入高三了袁除了学校的课程
安排袁她还给女儿报了很多课
外班遥 野孩子从高一开始就在
外面补课袁 语数外轮着上袁周
末还有 2 小时的钢琴课遥 冶

子女教育消费一直是不
少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大
头遥 叶中国商业教育辅导市场
消费力报告曳显示袁学前和中
小学教育阶段袁中国家庭的教
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 20.6%曰
有 14.6%的家庭袁教育支出占
比超过 50%遥

孙女士算了一笔账袁这学
期她给女儿报了 3 门高考一
轮复习网课袁一共花了 1.3 万
元遥 除此之外袁周末还会上一
对一的家教课袁2 个小时就要
1000 元袁 一个月差不多要花
掉 1 万多元遥 野现在孩子的教
育是我们家最大一笔支出袁每

个月工资绝大部分用来给孩
子上辅导班了遥 冶虽然开销大袁
但是看到孩子成绩不断进步袁
孙女士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遥

有关机构调查显示袁2019
年全国课外辅导市场收入约
4751 亿元袁2020 年预计超过
5000 亿元袁课外教育需求造就
了千亿元产业的收入增长遥

出游观影袁文旅市场回暖

旅游达人小刘已经半年
没有出远门了遥 小刘在北京某
事业单位工作袁本来计划上半
年国内游一次袁下半年再出境
游一趟袁但是疫情打乱了她的
计划遥

疫情令旅游业受到重创袁
也令喜欢旅游的消费者不好
过遥 野上半年可是憋坏了袁这几
天跨省游重启袁北京市突发公
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
调整为三级袁下半年准备在国
内好好玩玩遥 冶小刘说遥

6 月袁东航推出野周末随
心飞冶袁即消费者花费 3322 元
购买该产品后袁 可在今年 12
月 31 日前的任意周末兑换除
港澳台外的所有国内航班经
济舱袁无兑换次数限制遥 该产
品一经推出市场反响火爆袁
首 周末 消 费 者共 兑 换 超过
6.5 万张机票遥 野我抢到了东
航的耶周末随心飞爷袁可以在
国内多次往返袁价格也合适遥
我计划 8 月去趟上海袁10 月
再去一趟西藏袁 这样肯定能

值回票价了遥 冶小刘说遥 东航
相关负责人表示袁野周末随心
飞冶有望提振航空经济袁填补
市场空白袁 同步催生旅客新
一轮的出行需求袁 让广大消
费者尧航空公司尧旅游服务等
相关产业共同受益袁 推动经
济发展稳中回暖遥

此外袁央行问卷调查报告
中显示袁16.7%的居民选择增
加野社交文化和娱乐冶领域的
消费支出遥

还在读大学的小陈平时
喜欢约上朋友一起唱卡拉 OK
或者玩密室逃脱遥 野我非常喜
欢这种线下娱乐场所袁既可以
放松心情袁 又可以结交新朋
友遥 但是我常去的 KTV 和密
室逃脱门店一直都没营业袁好
久没去玩了袁等恢复营业了准
备第一时间约上朋友去消费
一把遥 冶小陈说遥

休闲娱乐类消费增长的
背后袁 离不开消费升级大趋
势遥 王岩分析院野一方面袁随着
我 国 居 民 收入 水 平 不断 提
升袁 居民消费逐步从传统的
衣食住行领域升级到文化尧
旅游尧养老尧休闲等领域遥 疫
情并未改变我国消费升级趋
势袁 未来服务消费仍然是国
内消费重要增长点遥 另一方
面袁今年上半年袁旅游等休闲
娱乐类消费是下降幅度最大
的领域之一袁 大量娱乐消费
需求被抑制袁随着疫情好转袁
这部分消费将会呈现补偿性
增长遥 冶

教育旅游等领域
成近期消费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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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