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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多前的3月29日，融创中
国业绩发布会上，融创中国董事会
主席孙宏斌表示，今年拿地会非常小
心，最近土地市场偏热，拍卖溢价比
较高，但销售市场没那么乐观，售价
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融
创拿地将更加聚焦于一二线城市，一
定是以现金流充裕且不影响杠杆率
的长期下降趋势前提去拿地。

孙宏斌话音刚落，二线城市拿地
窗口期再现。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
计，截止到4月底，已有21家房企年
内拿地过百亿。其中，融创中国拿地
数量已经接近80宗，总金额高达565
亿，排名第一；万科拿地数量52宗，
总金额超过355亿，排名第二；新城
拿地40宗，总金额超过250亿，位居
第三；中海、绿地、龙湖拿地总金额也
超过200亿，分别位居第四到第六
位。超过百亿的房企还包括金地、旭
辉、阳光城、碧桂园、绿城、华润、恒
大、禹洲地产等。

在政治局会议重提“房住不炒”
的背景之下，房企此时高涨拿地存在
风险。4月26日，同策集团首席分析
师张宏伟认为，今年这些地块等到销
售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不赚钱的，但房
企仍在博弈明后年的成长期。从销
售角度来看，今年的财报数据会比较
难看，但不拿地房企又有踏空市场周
期的风险，为了平滑这一风险，房企
不得不陷入有亏本风险但仍要拿地
的怪圈。

三天780亿
最近多个城市土地市场开始活

跃，特别是武汉、无锡、杭州、南京、惠
州等。部分城市地产市场小阳春，叠
加融资难度大幅度缓解，房企抢地现
象再次出现。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年内合计36个城市卖地超过百
亿，其中最高的杭州卖地694亿，另
外北京、天津、上海、苏州、福州、重庆
等8个城市卖地超过300亿。4月多
个城市卖地明显加速，武汉、苏州、杭
州、广州成为最热点城市。4月 23
日-25日这3天，热点二线为主的城
市卖地金额超过780亿。其中，武汉

成交超过200亿，合肥于3月25日一
下午就成交132亿。

4月11日，温州市一宗住宅用地
出让，起始价4.7亿元，最终经过265轮
竞拍，由世茂以总价6.3亿元竞得，折合
楼面价 12363 元/平方米，溢价率
34.4%；4月16日，杭州土地市场在主
城区一次性推出7宗土地，总建筑面积
46.8 万平方米，总成交价 126.32 亿
元。最终，有2宗地以底价成交，另外5
宗地中，溢价率最高的达57.94%。其
中，出让的笕桥地块和三里亭地块均被
绿城拿下。笕桥地块总价为35.34亿、
楼面价为27413元/平方米、溢价率为
29.7%。三里亭地块总价为19.17亿、
楼面价为29736元/平方米、溢价率为
23.1%；4月19日，厦门一宗住宅用地
出让，起始价28.65亿元，有14家企业
参与竞拍，最终经过165轮竞拍，中海
地产以总价38.6亿拿下该地块，折合
楼面价 30997 元/平方米，溢价率
35%；4月23日，武汉土地市场推出总
起始价近200亿的10宗地，其中，有4
宗均被融创拿下，总金额152亿，溢价
率最高的一宗为24%。另有一宗地被
美的置业以28.57亿拿下，溢价率高达
80%；4月26日，合肥继上一日出让13
宗地块后，当日再出让12宗地块，出让
面积913亩，成交总价81.95亿元。

二线城市拿地火热并不难以理
解。在3月业绩发布会上，就有多家
房企表态仍然会继续买地。

3月11日，新城发展控股管理层
在业绩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表示，“目
前公司已经进入了 Top10，对于
2019年，我们反对单纯规模论，或者
说狭义规模论。至于拿地节奏，很难
一概而论今年要拿多少地，只能说在
拿地金额方面和2018年差异不会太
大，2019年公司在拿地方面会做更
加谨慎的选择。”

3月20日，中海地产管理层在业
绩发布会上表示，“公司要持续稳定
发展，新买地的货值也一定要超过当
年销售，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底线。”中
海方面认为，出于规模经营的需要，
今后的几年，无论公开市场，还是非
公开市场，中海地产都会在拿地方面
更加努力；3月28日，禹洲地产创始

人、董事局主席林龙安在业绩会上表
示：“今年，禹洲地产将继续加大拿地
力度，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禹洲地
产的拿地货值已经达到261亿元以
上，全部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我们认
为，目前，部分城市市场有所回暖，将
会密切关注市场机会。”

积极拿地的风险
实际上，随着决策层多次表态调

控仍将继续，房企此时积极拿地或存
在较大风险。孙宏斌在业绩会上就
表示，对今年房地产市场不能太乐
观。政策有一点放松的迹象，但限价
政策大幅放松可能性不大。2019年
要小心一些，政策放松不会像大家想
的那样有力度。

张宏伟指出，去年上半年土地的
测算净利润率均控制在12%左右，当
时净利率在8%-9%区间土地都是拍
卖不出去的，与之相比，目前大部分
地块经过测算后净利润率大幅下降，
只有3%-5%甚至低至0，但土地市
场仍然火热。

既然风险如此之高，房企缘何拿
地热情高涨？

亿翰智库首席研究员张化东认
为，近期房企拿地热情高涨主要有两
点原因：第一是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企业融资的传导作用，使得房企手
中可支配的资金变多；第二个原因是
房企拿地考量多数与全年业绩绑定，

大多数土地项目可以实现当年开发
当年销售，完成销售业绩目标。不过
这是从跑量的角度来看，从利润上
看，此时拿地的利润并不高。

“当前，除万科、恒大、碧桂园等
头部房企适当收缩规模提质外，相当
多的第二梯队的房企仍有破‘万亿’
的目标，充足的土地储备是必不可少
的。与此同时，近期市场在信贷融资
方面相比去年有所松动，所以，今年
房企在资金面上相比之前有了更多
的流动性支撑。”58安居客房产研究
院资深分析师李卓羿称。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同
样认为，2018年土地市场由于持续
调控，市场明显降温，部分企业拿地
较少。而最近在融资压力有所缓解
背景之下，部分企业再次进入土地市
场抢地。特别是部分热点城市，土地
市场最近明显开始活跃，溢价率上升
迅速，二线城市最近活跃度非常高。

“如果决策层不继续加码调控政
策打击，这些被点名的二线城市，很
难不出现一波骚动。”张大伟说。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杨红旭表示，部分房企在二线城市激
进拿地的行为与调控政策是相悖
的。房企拿地过于激进导致地价大
涨，部分地区出现地价创新高的现
象，所以最近住建部对部分城市预警
提示。杨红旭认为，这波房企拿地高
潮会在一个月之后降温。（21世经）

三天内二线城市拿地超780亿

房企拿地热情高涨房企拿地热情高涨
日前，广东省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统一接入

全国数据平台开通仪式在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
行举行。随着全省21个城市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
全部成功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当日工
作时段共上传了1.37亿条，总计27.67G的公积金
业务明细数据。至此，广东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接
入数据平台的省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郭壮狮
表示，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统一接入全国数据平
台意义重大：首先，建立全国统一住房公积金业务
数据平台，实现与国家税务总局数据交换，是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制
度改革和减税降费要求。广东住房公积金业务系
统率先统一接入全国数据平台，可与税务部门进
行对接，便于税务部门核实缴存职工个税申报情
况，是让广东使用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尽早享
受个税抵扣优惠政策的便民、惠民举措。同时，为
广东住房公积金助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创造
了有利条件。广东缴存职工个人信息已实现“双
贯标”，即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和银行结算系统的
基础信息标准，极大地方便缴存职工查询、使用以
及异地转移接续。广东住房公积金业务系统率先
统一接入全国数据平台，有利于利用统一备份数
据，实现大湾区内地九城市住房公积金数据共享
和业务互联互通，更加便利区域内居民工作、生
活、居住。

此外，为做好全省住房公积金领域防范风险
提供支撑。广东接入全国数据平台，借助向平台
推送的数据，可对各地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和资
金变动情况进行实时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和防范
风险隐患，实现省级全局性的住房公积金资金安
全监管。

至 2018 年年末，全省实缴职工达 1910 多
万人，缴存额达 2292 多亿元，缴存总额居全国
首位。 （金羊）

粤住房公积金粤住房公积金
业务系统接入业务系统接入
全国数据平台全国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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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贫血又称地贫，是一种因珠蛋白合成障
碍所致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广东是地贫的高发
地之一，广东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约为 16.8%。中
重度地贫患者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
精神负担。

地贫难治但可防，倡导全社会行动起来，聚焦地
贫防治，科学认识地贫意义重大。在“世界地贫日”
来临之际，湛江日报社联合湛江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健康大讲堂，邀请湛江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专家
林青为市民主讲“如何进行地中海贫血的产前诊断

及防控”，科普地贫防控知识。
据悉，林青是广东省医学会产前诊断学分会常

务委员，广东省妇幼协会产前诊断技术专家委员会
常务委员，湛江市医师协会妇产科学组委员，湛江
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1997 年毕业广
东医学院，从事妇产科 20 多年，致力于母胎医学遗
传咨询 10 多年。

关注地贫，守护生命。5 月 8 日上午 10：00，市
民可扫描二维码（右边）即可进入湛江云媒观看健
康大讲堂地贫日讲座。

湛江日报社健康大讲堂“世界地贫日”开讲

地贫难治但可防 听权威专家解答
时间：5月8日上午10：00 地点：湛江日报社直播间 文/记者 张丽华

2019 年 5 月 8 日是第 26 个

“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

贫血（以下简称“地贫”）是一种

常染色体隐性基因遗传病，是我

国长江以南各省发病率最高、影

响最大的遗传病之一，其中广

东、广西、海南尤为多见。如何

科学防控地贫？5月8日，湛江日

报社健康大讲堂将邀请湛江市

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专家林青，

针对“如何进行地中海贫血的产

前诊断及防控”主题主讲，现场

为市民解答有关疑问。

湛江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专家林青。

 












































 

林青介绍，地贫是由于珠蛋白基因（地贫基
因）缺陷，使血红蛋白中的珠蛋白链中有一种或几
种合成减少或不能合成，导致血红蛋白的组成成
份改变，严重时发生溶血和贫血。根据血红蛋白

的珠蛋白链受损不同，地贫可分为α地贫和β地
贫两大类。

“地贫是由基因缺陷导致的，没有传染性，但
有遗传性。”林青解释道，正常人都拥有两组血红

蛋白基因，其中一组来自母亲，另一组来自父亲。
只要父母一方是地贫基因携带者，其地贫基因就
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因此，地贫不会传染给别
人，但会遗传给下一代。

地贫是一种隐性基因遗传病，多数人只是携带地
贫基因，而不表现出任何贫血症状，或者症状非常轻
微，多在体检时才发现。林青介绍，地贫的遗传有规
律可循：如果夫妇双方都有同型地贫基因（即两人都
是轻型地贫），其子女有25%几率是重型地贫，50%几
率是轻型地贫（基因携带者），25%几率是正常者。如

果夫妇双方只有一方是地贫基因携带者（轻型地贫），
其子女50%几率是正常小孩，50%几率是基因携带者
（轻型地贫），不会有重型地贫小孩。

如果夫妇双方都是地贫基因携带者，可以生育健
康宝宝吗？“父母携带地贫基因状况不同会对宝宝产
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只需要预防中或重度地贫患儿的

出生。”林青说，如果夫妇双方携带的是不同类型的地
贫基因，不会生育中重度地贫患儿；如果夫妇双方携
带的是同类的地贫基因，则有1/4的几率生育中重度
地贫患儿。因此夫妇双方携带的是同类型地贫基因，
应在孕前做好遗传咨询，每次怀孕都应该做产前诊
断，如果确定为中重度地贫患儿，应及时终止妊娠。

地贫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可预防。林青指
出，通过婚孕前、孕期检查和产前诊断，避免重度地贫
患儿的出生，是目前国内外预防地贫最有效的措施。

婚检作为预防地贫的第一道屏障，群众应自觉接
受婚前医学检查，在婚、孕前排查男女双方是否地贫基
因携带者，以避免生育重型地贫患儿。

孕期检查是预防地贫的第二道屏障。育龄人群若
未做过婚前、孕前地贫排查、不明确是否携带有地贫基
因，夫妇双方在怀孕3个月前应做血常规以及地贫筛
查，检查结果显示双方携带同型地贫基因的，应在适合
的孕周做产前诊断。

预防地贫的第三道屏障是产前诊断。这是预防

地中海贫血患儿出生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采集胎
儿绒毛、羊水、脐血等对胎儿进行进行基因诊断，确
定胎儿的地贫基因类型，以便在必要时及早干预。

湛江市妇幼保健院是我市目前重要的产前诊断机
构，为有需要的孕产妇提供遗传咨询、遗传筛查、产前
诊断等业务，预约电话：0759-3119090

聚焦地贫防控 守护母婴健康

育龄人群须重视地贫筛查

地贫只会遗传 不会传染

科学认识地贫遗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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