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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1

月

70

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

二手房价格近四年首次出现连续

2

个月

超过

10

个热点城市下调。 具体来看，厦

门环比下调

0.7%

，北京、无锡环比下调

0.6%

，杭州环比下调

0.5%

，宁波、福州环

比下调

0.4%

。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表示，

11

月， 各地继续坚持因城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强化地方调控主体

责任，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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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

张波表示，

11

月房价保持了一定稳定

性，但降温态势延续。 一线城市二手住

宅继续降温，二线城市环比持平，三线

城市环比涨幅回落，且二三线城市继续

呈现分化态势；从区域来看，东部城市

房价降温明显，而中西部相对稳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在

8

月房价上涨刷新纪录后，

9

月涨幅明

显放缓，

10

月至

11

月统计局公布的

70

大

中城市房价最大的特点是，二手房价格

出现了明显变化。

“相比新建住宅限价， 当下二手房

价格更能反映市场真实价格，特别是一

二线热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市场占比

已经过半，北京、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

占比已经超过市场总成交的

80%

。 ”张

大伟说。

统计局数据显示，

4

个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

0.3%

。其

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上涨

0.6%

和

0.5%

，广

州持平，深圳下降

0.2%

。 但从二手住房

来看，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降

0.4%

，降

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

北、上、广、深分别下降

0.6%

、

0.1%

、

0.3%

和

0.2%

。

三线城市方面，

35

个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

涨

0.9%

和

0.4%

，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2

和

0.1

个百分点。

张大伟说，

11

月新建住宅出现

5

个

城市下调，二手房住宅出现

17

个城市下

调，较

10

月的

4

个和

14

个均有增加。

“全国楼市在

8

月上涨达到顶峰后，

金九银十不再， 价格出现调整迹象，二

手房拐点开始出现。 ”张大伟预计，未来

几个月二手房价格的下调城市和下调

幅度将继续加大，部分城市新建住宅也

将逐渐开始调整。

张波表示，楼市整体在降温，但并

不是寒冬。 他指出，

11

月

15

个热点城市

中房价下降的城市为

3

个， 仅比上月增

加

1

个。 从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发布的

购房者信心指数来看，

11

月结束了连续

4

个月的环比下跌，转为上升

0.4％

。 在房

价涨跌问题上，无论是购房者还是从业

者，都变得更为理性。

（据《经济参考报》）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再次走到

关键节点，面临着方向性选择，并考

验着市场理性。 当前楼市预期出现

松动，既有因城施策的原因，也是市

场需求动能快速释放的结果。 在外

部冲击和内部转型迭加的特殊时

期，深入落实“房住不炒”，应当保持

我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全

力避免楼市大起大落，亟待楼市理性

的坚强支撑。

预期松动推动楼市高温消退。

从房价走势看，北京、上海、深圳等一

线城市二手房价率先回落， 并逐步

向二线城市扩散。 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

2018

年

10

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

中， 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有

14

个，较

9

月份增加一倍。另据中国指

数研究院调查，

11

月百城新建住宅

均价环比上涨

0.27%

，涨幅较

10

月回

落近

0.2

个百分点。 从土地购置看，

2018

年

1-11

月，全国

300

个城市共流

拍

618

宗住宅用地，流拍的总规划建

筑面积约为

2017

年的

2.3

倍。 从运行

指标分析，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

商品房销售面积出现增速同步回落

情况。这些情况表明，楼市高温已经

消退，市场预期出现松动，热点城市

房价回落， 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方

向性选择。

房地产市场的稳健运行关系着

宏观经济稳定。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

面临外部冲击和内部转型双重压力，

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避免房价

大起大落，既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

重要基础， 也是经济韧性的重要体

现。 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尚未结

束，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客观上也需

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房

地产业对其他行业具有较强辐射和

带动效应，也是我国家庭资产主要配

置领域，房价波动将加剧经济金融波

动。因此，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既要

有效控制房价非理性上涨所形成的

风险累积，也要高度警惕房价快速下

行带来的泡沫破裂风险。

从根本上说，“房住不炒” 既是

我国房地产调控基本方向，也是对房

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科学注脚，而楼

市理性则是落实“房住不炒”的根本

支柱。 一线城市二手房价的率先回

落，就是市场预期松动和楼市理性苏

醒的重要反映。

落实“房住不炒”，促进房地产

市场稳健运行，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

动， 当前亟待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是行政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二

是增库存和去库存的关系；三是买房

和卖房的关系；四是加杠杆和降杠杆

的关系。 这四个关系的科学处理和

有效应对，深刻反映了房地产市场各

参与主体的理性，也是破除过去固化

房地产市场行为范式的前提，更在相

当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房地产市场运

行的方向。

在市场多方博弈的大框架下，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最有可能

形成兼顾多方利益的均衡。 在因城

施策的政策基调下，政策松紧很有可

能导致非线性实施效应，因此做好科

学谋划、谨慎决策、有效执行，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再强调也不过分。 在复

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里，遵从房地产市

场运行规律， 防范各种道德风险，抵

制羊群效应， 既考验着市场主体理

性， 也反过来影响到楼市运行轨迹。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到关键节

点，只有楼市理性才是确保未来市

场稳健运行的根本支柱。

（据《经济参考报》）

多个热点城市

二手房价出现下调

深入落实“房住不炒” 避免楼市大起大落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就生活用水而

言，生活用水效率的提升与以水嘴及

便器产品为核心的卫浴产品发展息

息相关，下面就从水嘴说起。

最早期的螺旋升降式铸铁水嘴

（别名撅尾巴管） 相信能勾起无数人

的回忆。 从建国初到上世纪

80

年代，

在我国大面积使用，其密封原理是通

过螺杆在水嘴内部螺纹啮合推动橡

胶密封垫，起到开启和关闭的作用。

到了

90

年代中期，陶瓷片密封技

术由欧洲传入，引发了水嘴的第一次

革命，“陶瓷片密封水嘴”是以陶瓷片

阀芯为核心部件进行密封的水嘴，其

具有调节方便、开关迅速、密封效果

好、寿命长等特点，解决了铸铁螺旋

升降水嘴“跑冒滴漏”的问题，很快便

取而代之成为水嘴市场中的主导产

品。

2000

年我国第一部水嘴专项推

荐性国家标准

GB/T 18145-2000

《陶

瓷片密封水嘴》 正式实施，

2003

年又

修订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方面体

现了国家对居民生活用水器具质量

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 中国制造开始发力世界舞台。

水暖行业经过十数年的发展，目前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嘴生产

国和销售国，形成以广东、福建、浙江

三大产区为主的世界水嘴王国，在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品质需求同

时每年赚取大量外汇。

改革开放四十载，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人们对水嘴的要求也从不漏

水向节水、卫生安全、美观等方面转

变，镀金水嘴、智能水嘴等新产品应

运而生，随着节约用水国策的深入展

开，

GB 25501-2010

《水嘴用水效率

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 正式发布，

引入了水嘴用水效率等级及流量均

匀性指标等指标对节水性能进行评

价。 而以人体健康安全作为质量红

线，亦催生出了史上最严的强制性国

家标准

GB 18145-2014

《陶瓷片密封

水嘴》。 该标准对水嘴重金属污染物

析出的限量做出严格要求，将水嘴重

金属析出和密封性能、流量、寿命作

为强制性条款，全面推动企业改进产

品生产工艺，促进水嘴行业质量安全

的整体提升。

坐便器产品最早的标准是建材

行业标准

JC 131-75

《卫生陶瓷》，那

个时期我国卫生陶瓷行业刚刚起步，

人们对产品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外

观有无缺陷、 尺寸是否合适的层面

上，对用水量概念还没有形成。 国家

标准

GB 6952-1986

《卫生陶瓷》，对坐

便器及蹲便器产品的最大用水量首

次做出了规定，坐便器最大用水量不

超过

15L

。 到了

GB 6952-1999

《卫生

陶瓷》， 不仅对冲洗功能用水量做出

更加严格的限定，还在标准中第一次

使用了节水型便器的概念，并对节水

型便器一次冲水周期用水量规定不

大于

6L

的要求。随着标准

GB/T 6952-

2015

《卫生陶瓷》 以及

GB 25502-

2017

《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

级》的变更，我国的卫生陶瓷质量水

平进一步与国际先进水平完成了对

接，并且坐便器作为试点产品，对水

效标识备案管理制度的建设，起到了

重要的支撑作用。

纵观卫浴行业四十年的发展，以

产量增长为主的粗犷式发展模式已

经结束， 产业发展正从增量扩能为

主，转向调整优化存量、做精做强增

量并存。 涌现出了一批民族品牌，以

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内涵式、创

新性发展模式。用水器具产品也朝着

绿色化、功能化、时尚化方向发展，节

水型、智能型产品，已成为未来产品

发展的主流方向。

一支水嘴、一台便器，从技术落

后到畅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制造的

技术名片，从跑冒滴漏到每年每台能

够节约数十吨饮用水为后代可持续

发展夯实基础， 水暖行业的发展史，

反映了数十年来改革开放史。伴随社

会生产力、技术工艺以及标准化水平

的提高，中国制造用实际行动，走出

了一条从无到有、最终占据世界市场

举足轻重地位的大路。

多年来， 北京市节水管理部门，

通过政策补贴、 示范引导等多措并

举， 大力推广与普及节水型器具，使

城镇居民家庭节水器具普及率显著

提升。（据新华网家居消息）

卫浴产业技术革命提升生活用水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