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价保持稳定

成都地产洼地效应明显

在8个1.5线城市中， 成都的房价水平处

于中下水平，不但低于杭州、南京、苏州等价

格型1.5线城市，也远远低于天津、武汉这两

个规模型1.5线城市。从2006年到2012年的7年

间， 成都的平均房价的复合增长水平为

12.2% ，与武汉、北京、苏州等城市相当，低于

南京、重庆、深圳等城市。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研究指出，价格型1.5

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但需求旺

盛、居民购买力强、土地热度高，房地产价格

水平远高于规模型1.5线城市, 对调控政策反

应敏感。相对于规模型1.5线城市,价格型1.5

线城市部分地块价格虚高， 不利于后续开发

建设； 同时政策敏感性强也带来一定的短期

投资风险。

这也正是成都等规模型1.5线城市未来

的发展趋势所在， 中国指数院的研究结论指

出，成都、重庆、武汉等规模型1.5线城市经济

体量大、发展迅速,加上人口多、增速快，带动

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近年来的城中村

改造、新区规划等利好政策推动下,规模型1.5

线城市土地供应力度大， 房地产市场基本供

需均衡。由于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发展尚不

成熟，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 城镇人口的增

加、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规模型1.5线城市

未来房地产的整体投资空间广阔， 房地产规

模将持续扩大。 房地产调控政策对该类城市

影响相对较小， 在房地产调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规模型1.5线城市的投资风险较小。

2013年上半年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

榜中，成都位于第八，青岛排在第十四位。青

岛的GDP没有成都高，但是房价的总体水平

却超过了成都。此外，不少业内人士、外地购

房者在提到成都购房者的时候， 连说成都购

房者很幸福， 虽然后者对此的看法可能并不

相同，但是，到南京、苏州、武汉、大连这样的

城市走一圈，才知道成都的购房者如此幸福。

楼 / 市 / 会 / 客 / 厅

Headline

日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对中国的239个代表城市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将其分为

一线城市、1.5线城市、二线城市等不同级别。以“年度房地产销售额超过1000亿

元、年度GDP超过8000亿元、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为门槛，将天津、重庆、成

都、武汉、沈阳、南京、苏州、杭州八大城市列为中国“1.5线城市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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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观点一

房价只能跟未来比

蓝光地产成都公司总经理程耀贵

有人说，成都的土地资源丰富，横向跟其他城

市比较不科学。那我们来比纵向，10年前，我们蓝

光开发的楼盘单价两、 三千元就能买到，10年后，

我们蓝光的产品单价仍然有六、七千元的，也有过

万的，但大部分都没有超过一万元。大家想想，这

10年间，物价涨了多少，C PI涨了多少。我认为，房

价永远只能跟未来比， 不能跟过去比。 今年上半

年，成都的土地市场比较活跃，如果按照半年的开

发周期，今年年底，就会有一些全新的项目入市，

按照当时拿地的价格， 这些项目的定价都应该不

低。反观现在成都楼市的房价，跟年底比起来，就

很合理。我个人认为，自住需求的人群买房，一定

不能有等房价跌一点再买的心态。 只要相中合适

的地段，对路的产品，就可以下手。作为成都本土

的龙头开发商， 蓝光地产非常看好成都的城市未

来发展，而且会坚持根据我们自身的优势，开发出

最适合居住的民生地产产品。

观点二

不走出成都，不知道成都有多幸福！

成都力道广告公司 朱亚

目前成都的房价不高与成都经济积累时间

短，是有一定关系的，而身在成都的购房者，到福

州、南京等城市走一圈，看看市区内2万以上的一

平方米的房价，才知道作为成都购房者有多幸福。

成都的人口结构也成为影响成都房价不高

的原因之一。目前，成都应该是大学生尽流入率最

高的城市，所以目前市场需求最大的是刚需，房价

不高也就成为必然。

从土地供应量的结构来说，我认为成都的优

势很明显，土地供应比例很科学，即大量供应郊区

土地，来平抑成都整体的房价，从而保持成都楼市

房价的整体平稳，进而保证成都城市的吸引力。

此外成都城市的消费特质和价值观也是原

因之一。很多其他城市的人群更热衷于房产投资，

而成都人更热爱消费，在房产投资上的冷静，使成

都房价虚高的可能性更小。

对未来房价的走势，我认为：第一，成都的土

地供应量不会是无限制的, 房价肯定会有一个上

升。第二，越来越多的北上广白领阶层技术移民成

都， 他们从主观上和经济能力上能够接受成都房

价的上涨。第三，未来成都人放在家庭生活上的时

间会多于集体生活， 因而对于居所各方面软硬件

要求会提高，对房价也会是一种推动。

观点三

GDP过万亿之后将迎来地产提速

四川中德世纪置业营销总监 姜川

两年前， 我们公司曾认真研究过城市房价居

住成本和城市G D P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的房价

居住成本与城市G D P的增长正相关， 而且当城市

的年度G D P超过一万亿元的时候， 城市房地产水

平将进入另一个增长期。 从目前来看成都的城市

发展才刚刚开始， 今年已经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

和即将举行的华商大会都提升了成都的城市形

象，吸引了更多投资机会。现在成都的地产机遇已

经到来，拿我们中德·英伦联邦所在的新川板块来

说，大量科技产业的落地，大量产业人口的进入，

让这个区域成为成都颇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我们

考察过很多城市，与南京、杭州这些城市相比较，

成都的G D P增速和总值都不相上下， 但和其他城

市不同的是房价的增速目前还没有和城市G D P增

速同步。这个不同步，在我看来就是成都房地产市

场潜力的表现。

观点四

二手房交易成本会推动区域增值

万华地产营销总监 李萍

我们一直认为成都的房价和城市经济水平有

些倒挂。从根源上来讲，跟成都和其他城市的客户

构成有很大关系，在成都买房的客户以二级城市为

主，对于总价的承受能力有限。而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的购房者，很多是来自于一些城市的塔尖客

户，价格承受力强。但是随着城市价值的提升，对外

吸附力越来越强，很多外地的高端人群也会来成都

置业， 这可能对于整个城市的房价体系有一些触

动。另外，如果去观察二手房上市场我们也会找到

答案，一些热点板块，新增供应量越来越少，而且二

手房交易成本很高，这会抬高名义上的价格。

观点五

成都购房者，要学会未雨绸缪

成都正合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勇

来成都投资买房的外地人很多， 特别是从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过来的投资者，更是觉得成都

房价低，投资性价比高，虽然现在的租金回报率通

常就在4% - 8%之间，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城市发展

的速度，看到成都作为G D P增速———2012年成都市

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经济总量在15个副省

级城市中位居第4,但增速达到了第1。目前，成都崛

起是有目共睹的，全球财富论坛的举办，华商大会

落地成都，都为成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但是大家应该更长远判断下一轮成都房地产

的走势， 由于今年上半年成都土地市场持续了去

年年底的升温态势， 成都主城区不少区域楼面地

价拍卖也多次走高，如外光华、外金沙、外双楠板

块楼面地价较高，像双流东升镇、华府板块等土地

拍卖价格，和周边在售楼盘价格相差不大。那么，

开发商早年拿的土地价格较低的一拨存量将在何

时消化完， 而去年年底和今年上半年的新拿地项

目大多会在明年呈现， 这些变化会使得房价有新

的变化。作为购房者，应该关注一下自己意向购买

的区域土地价格的变化，选好合适的下手时机。

央行相关负责人说， 推高房价

并不是货币供应的增加， 不是货币

超发推动的，房价不是印出来的，而

是炒出来的。

陈劲松回应： 总体上这十年房

价与

M2

的增速高速吻合，有数据支

撑， 现在的房地产投资者已经降到

了历史最低的

13%

， 房价并不是炒

出来的。

任志强说， 土地款占了房价的

一多半，面粉比面包还贵。

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上涨的房价

承担责任，错都是对门的。

而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和楼市调控的背景下， 房地产当

然首当其冲。

在泡沫化生存的时候， 很多人

都习惯了挣快钱， 很多地下融资成

本高得离谱，我们经常要问，到底是

做什么才能付得出这么高的利息？

难道是那些给淘宝商家供货的厂商

吗？当然不是。

所谓挣快钱， 最终挣的都是纸

钱， 说纸钱有点阴森森的， 用英文

说，叫

paper money

，或者说叫货

币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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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投出来了，不可能不

消化，消化的方式，就是去杠杆化，

把钱从房地产挤出来， 赶到实体经

济去， 很多地产企业在基金的融资

成本超过

10%

， 而且这种危险的游

戏很常见。

面对整个经济的去杠杆化，经

济学家陶冬给有产阶层指的应对出

路是，卖房。成都的某地产媒体人士

发微博说， 周围已经有很多精英人

士在抛售二手房了。 可是我们看到

的是， 很多房地产企业不断地在买

地。

信谁？从房价

3000

元时代一路

跌跌撞撞过来， 我们锻炼的并不是

理性的思维能力， 而是心理极限的

不断突破。

从

6

月份开始， 成都土地市场

的购入行为，又引得舆论惊诧莫名。

专家的意见是用嘴投票， 无成

本，无风险，而很多企业是用动辄几

十亿的投资在投票， 我想还是从企

业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要投资成

都。

1.

与成都的城市势头和潜力

比起来， 成都的房价在全国同等级

城市里来看，确实不贵。

2.

跟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比

起来，成都的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

看每年卖掉多少刚需， 我们就知道

有多少人要进入城市， 这是房地产

的本源力量， 没有什么趋势可以改

变，这些涌入的人口，是客观存在的

需求。

3.

成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连

续几年的去库存和盘整， 很多房地

产企业钱多地少，自然要拿地，我们

看到， 部分公司已经面临着后续项

目乏力的情况， 整个市场的供应基

本面面临着减少的趋势， 如果企业

不拿地， 供应减少， 结果就是房价

涨。而成都一直房价比较稳定，每年

维持高位成交量， 是因为我们较充

足的供应，才让房价没有出现大涨。

4.

我们不能忽视城市增值这

一背景，也就是，我们的房价理应为

城市配套的增加而付费， 几年前的

房价低，因为这里还没有地铁、没有

好学校、没有好配套，所以，看懂城

市价值，就会对房价更加理性一些，

比如北京的房价里包括有城市资

源———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更

高的收入， 甚至包括北京低廉的交

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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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地铁可以随便坐。

我支持中国经济应该去杠杆

化，也不否认房价里有泡沫，但消化

泡沫的方式有很多，其一，时间可以

消化泡沫， 当连续几年房价涨幅小

于

GDP

涨幅时， 自然泡沫就被吸收

了；其二，做增量也可以消化泡沫，

当我们房价里城市价值含量越来越

高，地铁、城市配套、教育资源这些

城市价值越来越大， 自然房子就应

该更加值钱，显然，成都目前的房价

比较合理地体现了城市增值这一支

撑。

在现在的舆论里， 往往悲观的

惊人之语更容易上报纸，成新闻。一

个人笑呵呵的乐观派说话， 一个人

拧着眉头动辄谈崩溃和推倒重来的

说话，你很容易记住后者，但那并不

是真相。

从众多更客观理性的观点看，

相比其他同等级的

1.5

线城市，成

都的居住成本确实更容易让人感到

幸福感，或许，购房者应该认真思考

“成都买点”。

（刘瑞国）

成都领跑1.5线城市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13年1.5线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研究》报告

文/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赵述锦 熊沙杉 杜鹃 李玲娟 制图/王珏菲

成都购房者

要学会未雨绸缪

通过对八个1.5线城市代表的城市房地

产投资吸引力进行考察之后， 中国指数研究

院得出结论称：以成都为代表的1.5线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正在逐步向一线城市看齐。在6

个非直辖市的1.5线城市中，成都的经济规模

以及投资吸引力都远远领先。

多个指标领先

成都领衔1.5线城市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研究， 目前的八

个1.5线城市被分成了 “规模型” 和 “价格

型”两类，其中南京、杭州、苏州这三个城市

是价格型1.5线城市，基本特点是：城市整体

房价水平较高， 每年的成交面积和开工面积

较少。而成都、重庆、沈阳、武汉、天津则身居

规模型1.5线城市阵营。

通过对年底商品房开工面积、销售面积、

城市G D P、常住人口等指标的分析来看，成都

在多个指标的评价中位居前列。2012年，成都

市的常住人口为1418万人， 在全国仅次于重

庆、北京、上海，位居第四（广州未公布该数

据）。而成都2012年8139亿元的G D P数额，在

目前的1.5线城市中， 只高于武汉和沈阳。不

过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称， 成都最

近两年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

预计最早到2014年，将进入G D P万亿俱乐部。

2012年， 成都市商品房的新开工面积和

销售面积分别为3569万平方米和2844万平方

米， 两项数据都仅次于重庆， 排名第二。而

0.94的需求供应比， 在所有的一线城市和1.5

线城市中排名最高， 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程

度在全国领先。

2012年， 成都市的常住人口为

1418万人，在全国仅次于重庆、北京、

上海，位居第四（广州未公布该数据）

2012年，成都市商品房的新开工面

积和销售面积分别为3569万平方米

和2844万平方米， 两项数据都仅次

于重庆，排名第二。

2012年，成都市商品房的需求供应

比为0.94，在所有的一线城市和1.5线

城市中排名最高， 房地产市场供求平

衡程度在全国领先。

从2006年到2012年的7年间，成都

的 平 均 房 价 的 复 合 增 长 水 平 为

12.2%，与武汉、北京、苏州等城市相

当，低于南京、重庆、深圳等城市。

数 据

“成都买点”

对成都楼市的理性乐观

数据显示，成都市商品房供需平衡程度最佳

2013

年部分

1.5

线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