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销售分化 中小房企大涨

三四线城市
土地市场明显降温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 今年一
季度，地方城市推地节奏有所放
缓，土地市场整体供需双降，尤其
是三四线城市出现明显降温现象。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数
据显示，一季度全国 300个城市各
类用地共推出 4.
6亿平方米，同比
下降 7.
3%。分各线城市来看，三
四线城市土地供应下降明显。具
体而言，一线城市住宅用地推出
73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
2%；二
线城市推出 9446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4.
4%；三四线城市推出 1027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7.
5%。
从成交量来看，住宅用地成交
规模也出现明显下降，其中三四线
城市降幅同样显著。据中指院统
计数据，全国 300个城市各类用地
成交3.
8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14.
3%。
其中，三四线城市成交 8089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25.
8%，降幅在各
线城市中最大。
“整体来看，受 2018年土地大
规模流拍影响，预测 2019全年房
企融资环境仍然偏紧，且今年企业
已进入偿债高峰期，资金压力仍较
大，全国土地市场持续全面回温的
可能性不大。”中国指数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分析指出，
“ 三四线城市
降温态势已现，但一二线城市基于
相对较好的基本面以及对各类资
源的吸引力，获得更多企业重视，
土地市场将保持一定热度”
。

◆家装课堂

2019家装流行趋势
让你的家永不过时
张扬的个性色彩：清新风、冷
淡风渐渐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
是色泽艳丽、奔放热烈的流光溢
彩：嘉年华红、姜黄橘、珊瑚红、孔
雀粉……
简洁利落的线条设计：让现代
家居更贴近人们追求简约生活的
理念。抛却传统的纷繁复杂，寥寥
几笔线条，就让空间既简约利落，
又不失层次美感。比如在吊顶上，
越来越倾向于简单的吊顶，或者不
吊顶，仅用边角的石膏线点缀。
小体量的精致家具：在选择家
具上，人们会偏向于选择小而精的
家居小件，从细微之处凸显生活的
品位。比如：精致的摆件、智能家
电、小体量沙发茶几等。
偏好于混搭的美：将不同风格
不同材质的东西进行混搭，呈现着
独一无二的家居美感。现代简约
中混搭一点文艺的北欧风，或者简
美风格中混搭一些喜欢的中式老
物件，都会呈现一种无与伦比的家
居之美。从材质上来讲，人们也会
突破传统，将不同的材质进行混
搭，比如一面墙上混搭乳胶漆和文
化砖，或者地面上混搭木地板与花
砖，都给人独特的视觉体验。
轻奢元素正流行：极为注重品
质的轻奢元素进入大众的视野，比
如：金属灯、金属框架茶几、金属花
架、金属收纳盘等，这些闪闪的金
色，瞬间照亮了整个家。
（综合）

截至 4月 10日，30余家上市
房企陆续公布今年一季度业绩。
房企销售额从之前普遍上涨，变
为涨幅明显放缓。龙头大型房企
业绩上涨乏力的端倪开始显现，
中小房企步步趋稳，个别房企趁
势超车，
房企业绩分化明显加剧。

基数高，
三巨头同比下调 3%-26%
截至 4月 10日，公布 2019年
一季度销售业绩的上市房企合计
30余家。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有 30家房企合计销售
业绩为 10469亿元，与 2018年同
期的 10096亿元相比，同比微涨
3.
7%。
在克而瑞一季度中国房地产
企 业 销 售 TOP200权 益 排 行 榜
中，碧桂园、恒大、万科位居前三
名的格局仍未打破。
其中，碧桂园公告的业绩数
据显示，碧桂园第一季度实现权

益销售金额约 1200.
1亿元，同比
去年的 1281亿元下降 6.
30%。
恒大销售金额同比下调的比
例则超过两位数。今年 1至 3月，
恒大累计实现合约销售金额约
1196亿元，与去年的 1618.
7亿元
相比下降 26.
1%。
2019年 1至 3月份，万科累计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494.
4亿元，
同比跌幅为 3.
13%。

部分中小房企
大涨 60%-277%
在部分大房企业绩上涨乏力
情况下，部分中小房企的业绩数
据依然在上涨，有的小房企一季
度销售业绩同比涨超六成，甚至
个别小房企一季度销售业绩同比
增长 2倍以上。房企间的业绩分
化继续加剧。
最为典型的是国瑞置业一季
度 销 售 76.
57亿 元 ，同 比 增 长 约
277%。 合 生 创 展 一 季 度 销 售

◆购房提醒

怎样计算房产税？
房产税属于税收中的一
种，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照
房屋的余值或者按照租金收入
来当做计税依据，向房屋所有
人收取的一种税，下面我们来
说说房产税要如何收取，该怎
么计算房地产税。
房产税有两种不同的计税
方式，一种是从价计征，另一种
是从租计征。
1、从价计征就是按照房产
的原值减去一定比例后的余值
的计征方式，扣除的比例是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税法中自行确定的，
每个地区的
市场情况都不同，
因此扣除的比
例也会不同，
需要因地制宜的确
定计税余值，其计算公式：应纳
税额等于应税房产原值 （1扣除比例） 年税率 1.
2%。
2、从租计征，是按照房产
租金收入计征的，房产用于出
租，房屋租金收入作为房产税

的主要税收依据的计算公式是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 12%（税
率）。如果房产是用于生产经
营的，需要从生产经营月份开
始缴纳房产税，之后都需要从
次月开始缴纳。个人出租住房
租金收入计征的计算方式是应
纳 税 额 =房 产 租 金 收 入 4%
（税率）。
以下房产是可以免征收房
产税的：
1、国家机关、军队自用、人
民团队所用的房产；
2、国家财政部门拨发事业
经费所用的单位自用房产免收
房产税；
3、公园、宗教寺庙、名胜古
迹等自用的房产；
4、个人所有的房产非经营
所用；
5、由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免
征收房产税的房产。
本报综合报道

这 4种房子办不了房产证，购房需谨慎
购房者在买房时一定要避
开这四种房子，否则买了可能
都不是你的，下面小编就为大
家分享一下是哪四种房子。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
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
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
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
是由乡政府或村政府颁发，这
类房没有国家发放的《土地使
用证》和《预售许可证》，购房合
同在国土房管局不会给予备
案，
就无法实现过户。
五证不全的房子：五证分
别为《国有土地使用证》
《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发
商五证齐全才拥有建房以及售
房资格，五证不全的房屋属于

违规建筑，不被法律承认甚至
会被拆除，这类房子是无法办
理房产证的。
被抵押或查封的房子：开
发商为了投资新的项目，就会
将已经建好的房子抵押给银行
办理贷款，产权暂时归银行所
有，这就导致了一些已经建好
的房子不能卖出，即使你能买
到，你却无法办理房产证。
未缴纳房屋交易税费的房
子：房屋进行交易的时候是要
缴纳很多税费的，有一笔钱是
我们一定要缴纳的，就是房屋
交易税费，这笔钱需要在房屋
交易合同生效后就要缴纳，而
且缴纳税费的凭证一定要留
好，如果没有这个票据购房者
是无法办理房产证的。
本报综合报道

40.
8亿元，
同比增长约 141.
80%。
佳兆业一季度合约销售金额
约 为 138.
41亿 元 ，同 比 增 长 约
75.
7%，2019年的合约销售目标
为 875亿元，已实现年度销售目标
的约 15.
82%。
建业地产一季度物业合同销
售总额为 128.
36亿元，同比增加
为 69.
8%。2019年其重资产合约
销售目标是 635亿元，已完成全年
目标的 20.
21%。首创置业一季度
累计签约金额约 139.
1亿元，同比
增 长 63.
2%。 2019年 销 售 目 标
800亿元，
完成目标的 17.
38%。
此外，中国奥园一季度合同
销 售 金 额 187.
3亿 ，同 比 增 长 约
38% 。 佳 源 国 际 一 季 度 销 售
36.
63亿元，同比增长 46%。
随着市场格局逐渐分化，张
大伟认为，从 2019年销售数据可
以推断出，在龙头房企退烧的背
景下，2019年市场逐渐将出现中
型房企竞争的局面。
据《新京报》报道

房地产税法草案
完善有望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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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设住房免征面积
据《证券日报》消息 近日，国
务院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
作部门分工，要求各部门一把手要
亲自抓、
负总责，
对照分工逐项制定
落实方案，4月 15日前报国务院。
其中，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由有
关部门按职责分工配合做好工作。
目前市场关心的焦点问题是
房地产税将会如何确定税基和税
率？会不会设定居住面积免除
额？
“从国际经验上看，房地产税开
征的税基主要包括依据租金收入
征收和依据房屋评估值征收两种
方式。就我国而言，预计会采用房
屋评估值来征收房地产税。”苏宁
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说，
需要设定居住面积免除额，并将居
民住宅免税面积适当放宽一些，以
保证那些持有自住房群体的利益，
避免进一步增加他们的税负。如
此，房地产税的推出也会变得更加
容易。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朱振鑫认为，从征收对象来看，直
接“一刀切”征收不太现实，预计未
来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应该是部分
覆盖，先对一线、二线热点城市增
量住房开始，从增量扩大到存量，
从高档住宅扩大到普通住宅。三
线、四线城市暂时不征或者给予一
定的豁免条件，且同一城市核心区
域和非核心区域的征收标准会有
不小的差异。
朱振鑫预计，房地产税将按照
评估值也就是房屋市场价值，而非
房产原值（即购房时价格）征收，当
房价上涨时，
房地产税负增加，
可起
到抑制房价上涨的作用，但由于近
些年房价波动较大，最终评估值可
能会有折扣，
设定适当的评估率。
“划定免征面积是房地产税立法
的重点和难点。
”
朱振鑫表示，
目前认
可度较高且相对合理的办法是以户
为单位，
对首套普通住房免征，
然后
以人均为标准，
对超出家庭(
户)
免征
面积部分的面积，
征收房地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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