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租暴涨，成了这个盛夏的热
词。在“房住不炒”“租购同权”的调
控背景下，部分热点城市房租上涨
明显。曾被寄予厚望稳定市场租金
水平的长租公寓，反成房租上涨的
新推手。房价、租金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从炒房价到炒租金，楼市为何

“按下葫芦起了瓢”？

长租公寓成为房租上涨新推手

“我的工资还没涨，房租就先涨
了。”毕业仅一年的张楠为了节省开
支，租住在了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北
京昌平回龙观，但 8月中旬她还是
收到了房东的涨租通知，租住一间
卧室的她每月需要多交 500 元，租
金涨幅接近20%。

在各地高校毕业生交流群里，
房租上涨的话题，伴随着“躲过了高
房价，躲不过高房租”“楼市在用租
金暴涨惩罚不买房的人”等自媒体
标题，催生了不少焦虑情绪。

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显示，北
京7月房租较2017年同期涨幅高达
20.3%。成都、广州和深圳等 10个
人口净流入城市的整体房租涨幅也
达到20%。

由于毕业季、求职季、开学季叠
加，7、8两月是租房高峰期，往年租
房市场和价格的确都会迎来一波热
潮。但今年，长租公寓成为房租飙

涨的新推手，尤为引人关注。
北京自如租客张女士选择了自

如寓的一间南向主卧，她告诉记者：
“租金为每月 2490 元，此外每年还
有 2000 多元服务费。今年房租上
涨不少，去年每月1800元左右就能
租到这样的房间。”

中介抢房囤房，扰乱租房市场

长租公寓租金为何飙涨？北京
天通苑120平米三居室月租金被自
如和蛋壳两家长租公寓运营机构竞
价，从7500元炒到10800元的网帖
引发舆论大哗。

“我爱我家”原副总裁胡景晖表
示，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
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
市场 20%到 40%的价格在争抢房
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

事实上，长租公寓运营方“囤
房”的现象在其他热点城市也不罕
见。一位深圳中介表示，深圳许多
小区里的房源都被长租公寓“扫
光”，当零散房源都被大供应商收入
麾下，租金话语权自然也被他们掌
握。

除了恶性抢夺房源，长租公寓
产品的高端化、贵族化趋势也在推
高整体房租价格。上海调查发现，
即使身处远郊区，品牌长租公寓的
一居室月租金也普遍在 3000 元以

上，两居室在 5000 元以上，一些长
租品牌在装修、区位、品牌溢价上大
做文章。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很多中介机构或长租公寓运营
商在租赁市场的主要业务是低价囤
房，包装高价出租，赚取租金上涨的
差价。甚至有部分中介机构有意发
布区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数据，
制造市场上涨预期。

过度加杠杆，资本玩起“空手道”

事实上，随着金融政策对住房
租赁市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站
在风口上的长租公寓企业纷纷扩规
模、借助资本的力量跑马圈地，由此
衍生出诸多金融创新产品，如住房
租赁类 REITs(不动产信托投资基
金)、ABS(以项目所属资产为支撑的
证券化融资方式)、住房租赁专项公
司债券等。

截至目前，已有12家公司提交
了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的申
请，发行规模总计618.8亿元。长租
公寓租赁市场资产证券化步伐也明
显加快，以租金收入或物业所有权
为底层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已发
行数十单，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为何住房租赁企业如此热衷融
资？业内人士指出，融资后，住房租
赁业务的发展模式就变成了“拿房-
出租-融资-再拿房”的循环，可以
快速扩大市场份额。

一位资深券商人士透露，对于
目前盈利前景并不明朗的长租公寓
行业，通过囤房、炒房租能让“羊毛
出在猪身上”，即用租房的生意，赚
金融的钱。“这一模式的本质是利用
租客和房东信用，通过租房类贷款
为运营商提供扩张资金，堪称‘无本

万利’，既可加快投资资金回笼，亦
可将资金快速循环至下一批房源的
获取、装修、运营等方面。”

“房租不炒”亟待落实

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
房价主要影响的是投资，租金主要
影响的是消费。一定程度上，租金
如果上涨过快，影响低收入家庭和
流动人口实现租赁上“住有所居”，
将会影响整体的社会稳定，可能引
发的风险更值得警惕。

胡景晖认为，租赁企业不断通
过融资扩大规模、滚动发展，占有市
场大部分房源，最终将形成“垄断”，
获得租金定价权。

与此同时，在大量社会资本涌
入长租公寓领域的背后，由于欠缺
准入门槛、标准规范以及法律法规，
市场发展良莠不齐的问题日渐突
出。一些不具规模的企业跟P2P等
小额贷款公司合作，过度使用杠杆
增大了住房租赁企业和租客的风
险，一旦经营不善，甚至会出现P2P
卷钱跑路的情况。

房租高企背后的资本投机已引
起监管部门警觉。针对长租公寓非
理性推高房租的现象，多地已经开
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以来
已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和西安
等23个城市出台住房租赁新政，通
过用地保障、增加房源投入、规范住
房租赁交易服务和增加租房补贴等
举措，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打击炒房租行为，从
根本上讲还是要增加供给、优化供
给。杨现领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都将面临有
效供给不足的矛盾，租金稳定的关键
在于纠正当前和潜在的供求失衡。

资本资本““转战转战”：”：
从炒房价到炒房租从炒房价到炒房租

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
在逐步显现，为此我国将进一步推
动信息消费发展。日前从多个权威
渠道获悉，我国将出台推动信息消
费发展的多项政策和措施。其中，
在推广多种新型信息产品应用和普
及的基础上，培育中高端消费领域
新增长点，将成为未来政策的发力
重点。

具体措施方面，将推动智能家
居、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热点产
品及服务创新研发，加快消费电子
智能化转型升级，在超高清视频、智
能汽车、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领域
开展重点项目，加快消费电子产品
和服务的应用和普及。此外，我国
还将加大推广数字家庭产品的力
度，鼓励企业发展面向定制化应用
场景的智能家居“产品+服务”模
式，推广智能电视、智能音响、智能
安防等新型数字家庭产品。

从工信部获悉，根据《扩大和升
级 信 息 消 费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明确的发展方向，培育中高
端消费领域新增长点将是未来政策
的一大主线。为此，我国将实施新
型信息产品供给体系提质行动，提
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健康养老、
虚拟/增强现实、超高清终端设备产
品供给能力，深化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引导消费电子产品加快转型升
级。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伴随着
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

构的深刻变革，我国消费需求总量
快速提升，结构不断迈向高端，对经
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78.5%，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
擎。

同时，信息消费作为重要的新
兴消费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
键时期。工信部测算，2018年上半
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3万亿元，
同比增长15%，是同期GDP增速的
2.2倍，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引领
产业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信部
指出，信息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
边界不断拓展、消费理念加速转变、
消费体验明显改善，有力促进了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
深度融合与创新，带动传统产业数
字化转型，壮大数字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但是，发展信息消费也面临
高端和有效供给不足、部分地区消
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消费环境有
待优化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工信部透露，为解决上述问题，
根据《行动计划》，我国还将实施一
系列具体措施。其中包括：信息技
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通过组织开
展“企业上云”、 推进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发布信息技术服务标准
（ITSS）体系5.0版、建立基于互联网
的“双创”平台等措施，提升信息技
术服务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向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演进；信息
消费者赋能行动，通过加快推进光
纤和4G网络深度覆盖、深化电信普

遍服务试点、开展信息技能培训和
各类体验活动，为消费者赋能，从而
释放出更大的内需潜力，拉动消费
加快升级；信息消费环境优化行动，
进一步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全流程
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完善数据与个
人信息泄露公告和报告机制，纵深
推进防范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工作，
加大对电信和互联网企业服务和违
规收费行为的处置和曝光力度，切
实保障用户权益。

根据我国发展规划，到 2020
年，信息消费规模预计达到 6万亿
元，年均增长11%以上，并拉动相关
领域产出达到 15 万亿元。赛迪智
库预测，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和工
业产品的智能化，信息消费规模将

不断取得新突破，信息消费在总消
费中的占比将明显上升，对工业乃
至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加大。
目前，各类以先进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智能产品和服务正在快速培育，
这将催生一大批应用亮点和新型供
给，引爆海量信息消费需求。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
志凌表示，发展信息消费将是未来
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村
居民成为新城镇居民后，其家庭设
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
文教娱乐服务消费类需求将会进一
步扩大，这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属
于信息消费。

中高端信息消费将成政策支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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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市场研
究中心根据同花顺数据
统计发现，187 只低价股
中，共有66只个股近日实
现上涨。其中，新天科技
涨停，掌趣科技（5.83%）、
吴通控股（4.31%）、永利
股 份（2.77%）、海 利 得
（2.76% ）、欧 浦 智 网
（2.25% ）、瑞 凌 股 份
（2.05% ）、六 国 化 工
（2.04% ）、澳 洋 顺 昌
（2.02%）等个股涨幅均超
2%。此外，海王生物、景
峰医药、东方通信、海翔
药业、日科化学、粤传媒、
梦舟股份、天舟文化、南
京医药等个股涨幅也较
为显著，均超1%。

进一步梳理发现，包
括三泰控股、通达股份、
勤上股份、天地科技、通
葡股份、华仁药业、延华
智能、睿康股份、中国天
楹等在内的 12只低价股
早前曾连涨3天及以上。

资金流向方面，共有
46 只个股实现大单资金
净流入。其中，掌趣科技
（2545.24 万元）、四川路
桥（1678.18 万元）、新天
科技（1473.79 万元）、新
湖中宝（1212.84 万元）、
吴通控股（1202.50万元）
等 5 只个股均受到 1000
万 元 以 上 大 单 资 金 追
捧 。 此 外 ，天 地 科 技
（815.09万元）、三泰控股
（623.31万元）、凯撒文化
（586.57万元）、艾格拉斯
（447.37万元）、苏宁环球
（439.00万元）、赛轮金宇
（423.05万元）、科迪乳业
（404.34万元）、澳洋顺昌
（404.30 万元）等个股大
单资金净流入也均逾400
万元。

逾九成公司三季报
业绩预喜

《证券日报》市场研
究中心根据同花顺数据
统计发现，上述 187家上
市公司中，共有48家公司
2018 年中报业绩实现同
比翻番。其中，安阳钢铁
（3562.17%）、赛轮金宇
（1555.70%）、甘肃电投
（1161.00%）、深 康 佳 A
（1007.16%）4 家公司报
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增长
均在10倍以上。此外，华
茂股份、广汇能源、世纪
瑞尔、华电国际、新集能
源、美都能源、电子城、通
宝能源、广宇集团、冠福
股份、六国化工等公司中
报净利润同比增长也均
逾300%。

进一步梳理发现，已
有 55家上市公司率先披
露 2018 年三季报业绩预
告，业绩预喜公司达到50
家，占比逾九成。其中，
冠福股份（237.08%）、艾
格拉斯（206.11%）、天保
基建（178.28%）、广宇集
团（175.34%）、粤 传 媒
（149.76%）、海 陆 重 工
（120.00%）、北 京 利 尔
（120.00%）等公司三季报
净利润均有望实现同比
翻番。此外，海翔药业、
二三四五、沃尔核材、建
研集团、利君股份、兴化
股份、浙商中拓、万润科
技、司尔特、科迪乳业等
公司预计三季报业绩同
比增长均超五成。

估 值 方 面 ，至 发 稿
时，共有86只个股最新动
态市盈率低于 A 股平均
水平（14.02 倍），有 47只
个股最新动态市盈率不
足10倍。其中，方大集团
（4.82倍）、马钢股份（4.78
倍）、南钢股份（4.24倍）、
安阳钢铁（3.44倍）、光明
地产（3.34倍）、深康佳A
（1.75倍）等6只个股最新
动态市盈率均不足 5倍，
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后
市配置价值凸显。

94 只低价股被机构
看好

《证券日报》市场研
究中心根据同花顺数据
统计发现，截至二季度
末，187 家上市公司前十
大 流 通 股 股 东 中 出 现
QFII、社保基金、基金公
司、保险公司、券商等机
构的身影。

从持股数量来看，天
地科技（3024.45 万股）、
林 洋 能 源（1741.57 万
股）、洛阳钼业（1740.69
万股）、新文化（1598.57
万股）、大智慧（1591.19
万股）等个股二季度QFII
持股数量均在 1000万股
以 上 ； 紫 金 矿 业
（71922.53万股）、国电电
力（52442.32万股）、节能
风电（51270.57万股）、厦
门象屿（10455.97 万股）
等个股二季度社保基金
持股数量均逾1亿股；中
国银行（92259.74万股）、
光 大 银 行（71150.17 万
股）、中国重工（62109.45
万股）等公司股票二季度
基金持股数量均在6亿股
以上。此外，新湖中宝、
誉衡药业、神州高铁、美
都能源、驰宏锌锗、马钢
股份、大禹节水等公司股
票二季度券商持股数量
也 均 达 到 2000 万 股 以
上，胜利精密、新湖中宝、
太阳能等公司股票二季
度险资持股数量均逾1亿
股。

机构评级方面，共有
94只个股近30日内获机
构给予“买入”或“增持”
等看好评级。其中，紫金
矿业、天顺风能、旗滨集
团、林洋能源、华电国际、
山鹰纸业、四川路桥、中
国银行、洛阳钼业、光大
银行、徐工机械、TCL 集
团等个股机构看好评级
家数均在10家及以上。

近期机构看好评级
家数居首的紫金矿业，国
元证券表示，未来公司将
全力推进多宝山二期扩
建、紫金锌业三期技改、
陇南紫金二期技改、紫金
铜业二期项目技改等增
量产能释放，推进贵州紫
金、山西紫金、洛阳坤宇
等规模化开发项目等境
内项目。预计公司 2018
年至 2019 年每股收益分
别为 0.23 元、0.28 元，给
予“增持”评级。

5元以下个股
较年初增逾两倍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德驰华府小区

消防维修工程
2、工程地点：东台市德驰华

府小区
3、工程造价：预算约15万元
4、工期要求：15日历天
5、质量标准：合格。
6、招标内容为：东台市德驰

华府小区消防维修工程施工，完
成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全
部施工内容。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具有二级及以上消防

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以上
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三、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办
法，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
法。

四、请投标人于 2018 年 9 月
13日至2018年9月18日，携带委
派本单位正式人员到东台市兴华
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东台市东达·
翰林缘小区商铺12-104号）报名
并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已
报名单位重新领取新的文件）。

代理机构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655111566

2018年9月13日

招 标 公 告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金海西苑单元门、

楼宇对讲维修更换、升级单元门刷卡
系统工程

2、工程地点：东台市金海西苑小
区

3、工程造价：预算约21万元
4、工期要求：15日历天
5、质量标准：合格。
6、招标内容为：东台市金海西苑

单元门、楼宇对讲维修更换、升级单
元门刷卡系统工程施工，完成招标人
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全部施工内容。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具有二级及以上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2、项目负责人为二级及以上机

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三、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办法，

评标定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法。
四、请投标人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2018年 9月 18日，携带委派本
单位正式人员到东台市兴华招标代
理有限公司（东台市东达·翰林缘小
区商铺 12-104号）报名并获取招标
文件及相关资料。

代理机构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655111566

2018年9月13日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