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中国楼市步入调整期，房企

库存也步入高位盘整的“新常态”。中国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曾公开表

示，截至今年10月，商品房销售占到正

在施工的商品房面积的比例达到历史最

低点，在建房屋中有90%未卖出去。这

意味着中国楼市将探底回升的预期或成

美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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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日前引述一名非洲学者的
研究结果称，近年中国向非洲输出大批

“巫术妓女”，不仅剥夺当地性工作者的
工作机会，更影响非洲男性生殖健康。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12月 10日在
题为《借助邪恶巫术的性爱》的文章中
称，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凭借以低廉的
价格及异国情调，让本地性工作者感受
到激烈的竞争。该报道的大部分内容来

自喀麦隆杜阿拉大学的人类学
家纳吉奥此前对中国移民群体
所做的研究报告。

报道称，对于来自中国的
竞争者，非洲性工作者非常愤
怒，一些非洲媒体上也出现了
诸如“非洲买春者与中国妓女
进行交易后突发心脏病猝死”
的报道。有性工作者更散布谣
言称，中国女人都是“巫术妓
女”，不仅施加魔法损害非洲
男人的身体健康，还能剥夺其
性能力。一家喀麦隆媒体甚至
说：“一场中国女人和喀麦隆
女人之间的‘性战争’正在打
响。”

一名长期在非工作的人士
称，尽管“巫术妓女”的说法
耸人听闻，但近年在非中国性
工作者数量不断增加是事实。

该人士表示：“尽管该报
道和非洲学者的说法有渲染意
味，但南非、马里、安哥拉等
一些非洲国家的中国籍性工作
者数量近年来的确呈上升趋
势。这些性工作者最开始只为
当地华人服务，但后来也开始
服务当地人。”在西非伊斯兰
国家马里，中国性工作者的到
来被认为是“有违伊斯兰教
法”，甚至曾引发骚乱。

(雷晞 编辑)

库存高位盘整专家：
在建房屋90%没卖出去

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中国住建部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秦虹介绍，截止到今年 10月，
商品房销售占到正在施工的商品房面积的比
例不到 10%，达到历史最低点(最高点的时候
是 16%)，这也意味着在建房屋中 90%未卖出
去。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数据也印证了
这一点，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 10月，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的 35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库存总量为 28,040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0.1%，同比增长 21.3%，库存量已经连续增
长7个月，目前处于高位盘整的状态。

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10 月
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26,972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 1.2%，未来几年内这些土
地储备也都将转化为大量商品房供应，未来
库存量仍将持续走高。

楼市“救兵”无用武之地

当前，中国政府针对楼市出台的“挽
救”政策，已经无法刺激市场“神经”。此
前，中国央行降息、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等
政策纷纷被视作楼市的“救兵”；但最新数据
显示，北京楼市依旧处于胶着状态（仅以北
京为代表）。

亚豪机构根据北京住建委数据统计，截
至 12月 7日，北京可售商品住宅总量再次突
破9万套，达到9.3万套，创下32个月新高。

眼下众多楼盘都在借着优惠促销加速去
化，但市场的成交情况仍呈现阶段性震荡。

据亚豪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上周(12.01-12.07)
北京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752套，成交面积达
19.13万平米，环比前一周分别下降 45%和
46%，创下8周以来的新低值。

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房企在年末加大促
销跑量，但对于购房者来说，面对实际仍在
高位运行的房价，大量购房者由于支付能力
不足而选择观望，部分有能力的购房者又因
市场前景不明晰而不愿出手。当前，开发商
和购房者的博弈状态，是上周楼市成交环比
下跌近半的重要原因。

中国房企拿地就赚钱的好日子不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房地产市场也
进入了新常态。”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
会长朱中一曾如是感慨。在他看来，居民住
房普遍短缺、企业拿地开发就能赚钱的时代
已经过去，居民理性消费、企业理性开发和
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的时代正在并已经到
来。

内地龙头房企绿地（香港）执行副总裁
薛敏勇表示：“民营企业如今是微利时代，如
果没有好的土地、好的位置，开发商是不会
冒险拿地的。土地的回本时间长，开发商的
现金流便会拉长，很容易亏本。”

身处市场一线的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内
地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价格超出
了普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此前的限购和限
贷政策又抑制了改善型住房需求；三四线城
市的问题则在于房地产供给出现了过剩。从
2013年开始，不少大型开发商已从三四线城
市撤离，回归一二线城市，但一二线城市部
分高价地项目同样存在消化风险。

6月中旬，在公布了前5个月销售业绩的
36家房企中，除恒大、万科、中海、中建国
际(中建·红杉溪谷 中建国际港)全年业绩完
成进度超过四成外，完成年度任务不足三成
的企业达到了16家，平均完成率不足三成。

而之后房企前 10月销售业绩仍然难看。
按照行业规律，房企销售目标在前 10月至少
应完成 85%。但据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在已
公布前10月销售业绩的30多家企业中，仅有
万科、恒大、绿城、融创、中海、合景泰富
和越秀7家完成了全年目标的八成。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形势更显惨淡—
2013年数据显示，在上述30余家房企中，有
4 家企业在 10 月便提前完成了全年销售目
标，其中碧桂园前 10月的销售额甚至已经超
过了当年销售目标的20%以上，另有9家企业
完成了当年销售目标的90%以上。

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
跃进认为：“在楼市下行的大环境中，部分房
企都是很被动地在市场中谋求生存，缺乏一
个弹跳力，加之对市场的预估能力不足，在
去年销售业绩较好的情况下，把今年的销售
目标定得过高。”

业绩的低迷很快传导至土地市场，楼市
下行使得开发商尽量减少拿地，保守过冬。
截至11月底，排名前20位的标杆房企总共在
拿地一项上支出，不及去年全年拿地金额的
一半。

北京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从拿地节奏可以看出企业对市场的判断，从
年内 20大房企在土地市场的表现看，可以看
出房企也并不看好楼市未来的发展。”

(童木 综编)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2月11日发
表题为《中国的习近平是比奥巴马
更高效的领导人》的文章称，美国
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评价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时说，对习快速巩固权力
印象深刻。奥巴马还提到习近平是
邓小平以来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
奥巴马发表此番评论时，也许想到
了自己在美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特别是他所在的民主党遭遇中期选
举大败之后。奥巴马是不是有点嫉
妒习近平的强势地位？我们不得而
知。但比较两位领导人的执政效
率，思考这对今后中美全球竞争的
影响，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报道称，看看两位领导人迄今
的政绩，显然胜出的是习近平。短
短两年时间，可以说习近平就做成
了远比奥巴马 6 年任期更多的事。
奥巴马 2009年以来的主要政绩仅限
于医疗改革，而习近平的政绩包括

了反腐、户籍改革、司法改革、高
等教育改革等等，几乎涵盖中国所
有重要领域。

为什么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存
在巨大反差？也许两个原因可以解释
为什么习近平执政比奥巴马更高效。

第一个原因与中美两国总体政
治体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
国的体制比美国的体制更高效。其
实，美国许多分析家已认识到中国
体制的一些优点。比如，知名专栏
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表示，美
国的体制是“一党民主”，应该“做
一天中国”以解决所面临的众多问
题。有名的政治理论家福山也认
为，中国拥有高质量的官僚体制。
确实，中国在短短 6年时间，就建
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反观美
国，加州的高铁线最早要到 2029年
才能开始通车，这还得有赖一切按
计划进行。

第二个原因在于习近平有更丰
富的治理经验。习近平成为中国最
高领导人之前，拥有在中国各地区
——有像河北省正定这样的贫困地
区，也有上海这样的富裕大城市
——约 40 年的工作经历。相比之
下，奥巴马政治履历不长可能有助
于他赢得 2008年总统选举，但对他
2009年-2014年的执政记录是不利
的。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前缺少实际
的治理经验，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他会有很多政策失灵。

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既然习
近平是一位比奥巴马更高效的领导
人，这将如何影响未来中美竞争。
虽然到 2016 年美国会有一位新总
统，但可能不论谁上台，都会遇到
困扰奥巴马政府的相同问题。鉴于
习近平的强势领导和成熟的政治技
巧，美国总统准备好竞争了吗？

(吴攸 编辑) 奥巴马2014访华

两原因使习近平政绩完胜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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