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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视点

穿越牛熊看楼市：

紧盯供求是关键

□

本报记者 彭勇

全国多地楼市持续调整，地处南方的深圳楼市

走出一波行情，少数楼盘价格出现上涨。 在寒意正

浓的时节，这一场景看起来多少有点魔幻和扎眼。

但如果用长线视角看待，用穿越牛熊的周期观

察，更能收获一份平常心。

2015

年深圳楼市率先上

涨， 但也在

2016

年首先重拳调控。

3

年多的盘整时

间，既洗礼了市场，很多妄图赚快钱的投资客折戟

沉沙；客观上又积累了大量购买力，夯实了市场健

康发展的基础。

楼市调控政策的松紧会影响购买力的入市节

奏，对于楼市正常交易的放量不必感到恐惧和惊讶。

我们看到，随着楼市成交的增加，一些魔幻的

现象从“潘多拉盒子”里跑出来：（下转A02版）

新华社图片 制图/王力

数据来源/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

深圳楼市何以走出火热行情

□

本报记者 彭勇

新年将近，北国冰封。深圳楼市却在很

多人的视野之外， 走出一波独立的火热行

情，一阵阵裹挟着亢奋、焦虑、羡慕、懊丧等

多种情绪的飓风扑面而来。

11月，深圳二手房成交逾8000套，创3年

以来新高。 12月，热度未减。回首全年，前海、

科技园、宝中等热门板块涨声一片，标杆楼盘

单套价格上涨超百万元；深圳湾、香蜜湖等豪

宅区域每套上涨五六百万元也不鲜见。

在全国其他楼市“房住不炒” 、持续调

整的背景下， 深圳是南方一隅的自弹自唱

者，亦或其他？

结构性行情猝不及防

南山科技园的中介胡凡（化名）在带

看时讲了亲身经历： 几个月前他和几位同

事计划合伙买房， 犹豫之下错失200万元

涨幅。“我们看它一步步涨上来，却因胆小

和扯皮没搞成，这个钱到哪里赚得回来？ ”

胡凡情绪激动地比划着。

在科技园工作3年的“码农” 张鹏住

在地铁1小时车程外的自如公寓， 一间房

租金每月3000元。 张鹏想在公司周边买个

属于自己的“窝儿” ，年初看遍朗景园、汇

景豪苑、晶品居等楼盘，觉得太旧太破，小

两房居然要400万元，因而作罢，现在这些

房子已涨到600万元以上。

投资客吴限（化名）在圈子里小有名

气，不少人找他指点买房，他干脆成立公司

以此为业。虽然赚了一些代购服务费，但他

自己买的多套房产都在罗湖等东部地区，

每天看着西部房价上涨，东部却波澜不惊。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楼市突然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这就是2019年的深圳。

有意思的是， 本轮楼市行情与股市的

表现有着相似之处。 2019年A股出现结构

性行情，大盘涨幅有限，大部分个股低位徘

徊，核心资产一路上涨。 同样，2019年的深

圳楼市也带着分化性、局部性特点，呈现结

构性行情：（下转A02版）

能升能贬 人民币汇率弹性十足

□

本报记者 张勤峰

12月中旬，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重返7元上

方。 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

两度升破7元。 2019年“破7” 之后，人民币汇

率没有大幅下跌， 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

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危机论”“失控

论” 逐一被证伪。 这依托于坚实基本面，得益

于坚定扩大开放，更离不开过去几十年持续

推动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专家

认为，人民币“破7” 又“返6” ，打开了“心理

枷锁” ， 为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

条件。

“破7” 后能上能下

如果要评选2019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大

事，“破7” 的得票率肯定不低。8月5日，离岸和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市场汇率先后跌破7， 为过

去11年来首次“破7” ；8月8日，中间价亦宣告7

元失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全面“破7” 。

“破7” 之所以被看作一件“大事” ，很

大程度上是因一段时间以来7元这个本身没

有太大意义的数字逐渐变成一个抽象化指

标，成了重要“心理关口” 。 一些市场参与者

担心， 一旦7元关口失守， 可能引发资本流

出，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 尤其是过去几年

人们发现，几乎每次逼近7元时，人民币汇率

走势便会峰回路转，更让人认定人民币汇率

不会“破7” 。

事实证明，人民币汇率不仅能“破7” ，而

且能上能下。 “破7” 之后，人民币汇率没有大

幅下跌， 中间价在9月初下行至7.09元一线悄

然触底。 随着市场风险偏好回升，近期人民币

震荡上行， 分别于11月8日、12月16日两度升

破7元。 跌破7之后，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

市场供求仍基本平衡， 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

定，虽然外汇市场出现一些波动，但居民、企业

和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并未出现恐慌，市场预

期保持平稳。

汇改成效显著

“破7” 之后，人民币汇率“危机论”“失控

论”被证伪，同时人们还发现不少“闪光点” 。

首先，人民币汇率在弹性与稳定性之间取

得了较好平衡。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

增强，汇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下转A02版）

A02�财经要闻

坚持长期评价 发挥专业价值

中国证券报携手9家基金评价机构发布倡议书

夯实新三板“深改”根基

全面提高挂牌公司质量系列行动启动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中国证券报记者18日从提高挂牌公司财

务规范性研讨会上获悉，新三板全面提高挂牌

公司质量系列行动启动。

权威人士指出，挂牌公司质量提升，是全

面深化新三板改革对挂牌公司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重要举措，挂牌公司、主办券商、

会计师事务所三方市场主体应从提高治理质

量、执业质量、审计质量出发，形成提升挂牌公

司质量合力，夯实新三板“深改”根基。

抓财务规范促企业成长

挂牌公司质量是新三板市场改革发展基础，

而完善挂牌公司财务规范性是提高公司质量重

要保障。 分析人士指出，要抓住挂牌公司财务基

础薄弱环节、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

及时改进，通过财务规范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促进挂牌公司财务规范性取得成绩，但仍

有不足。 ”全国股转公司总经理徐明指出，一部

分挂牌公司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意见和保留意

见，财务报表质量存疑；一部分挂牌公司存在收

入确认或成本费用核算不规范，资产减值计提不

充分等会计问题；一部分挂牌公司虽有公开披露

信息，但作为投资决策依据的可信度不高；一部

分挂牌公司投资者投资时仍要进行多轮次的尽

职调查； 一部分挂牌公司财务规范基础薄弱、内

部控制有效性不强。这些问题使挂牌公司的质量

受到影响，更有损新三板市场的公信力。

本次研讨会上，证监会相关部门专家及挂

牌公司、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就挂牌

公司财务基础的现状、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

“遵守法律法规，规范经营运作；完善内部

制度，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强化信息披露，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增强财务规范能力，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赖兴祥从四方面分析了提高挂牌公司质量

的着力点。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