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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是北京史上最严楼市调
控政策实施一周年的日子。过去一年，
北京出台调控的组合拳切中要害，使得
新房、二手房成交量近乎腰斩，房价全面
下跌。专家认为，调控效果明显，市场回
归理性，未来楼市将继续在低位运行。

自去年“3·17”以来，北京相继出
台 20 余项楼市调控政策，先是实行

“认房又认贷”、提高二套首付比例、降
低贷款最高年限、限购住宅平房，接着
又出政策要求非京籍购房者纳税需连
续 60 个月。随后，出台了“离婚一年
内房贷算二套”，并对过道、车库、廊道

等异型房实行“三不政策”，招招剑指投
资投机性炒房。

在接连不断的政策组合拳下，部分
购房客户或失去购房资格，不得不放弃
购房计划；或资金实力有限无法应对首
付比例的提高，被迫延缓购房计划。而
遭受打击最大的是“商住房”，全面限购

“商住房”的政策，遏制住了炒房行为。
多部门轮番推出调控新举措，令房

地产市场降温显著。据中原地产研究中
心统计数据显示，调控一年时间，北京新
建商品房签约 23388 套，同比下调幅度
达48.7%，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新房成交量全面降温，二手房市场
也掉头向下，步入下行通道。从去年 3
月二手房市场异常火爆后快速降温。一
年时间，不仅成交量腰斩，房价也连续 9

个月环比下跌，其中有 7 个月领跌中国
内地各大城市。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调控前一年北京二手房签约 254916
套，调控后一年签约仅 120821 套，成交
量下跌52.6%。

北京各区二手房价格出现不同程度
下跌，通州区实施更严厉的限购措施，降
幅最大。据统计，北京各区二手房价格
今年 3 月较去年同期下跌 8%至 30%不
等。其中，顺义区跌幅较小，下跌 8.1%；
通州区跌幅最大，达到29.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
徐贱云表示，2018年北京楼市调控不动
摇，将采取持续调控的定力，保持住房市
场平稳运行。

针对北京楼市未来走势，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预计，从今年 3 月下
半月开始，北京将有大量的限价商品房
与共有产权房上市。随着政策进入平稳
周期，楼市也步入低谷徘徊期，预计后期
市场将继续在低位运行。

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认为，
从严从紧调控是大势所趋，北京二手房
市场将继续降温，交易量在回升中趋稳，
价格于下跌中趋稳。未来北京二手房市
场将更加健康、稳定。

徐贱云表示，今后五年北京楼市调
控措施将持续发力，计划供应6000公顷
土地、建设 150 万套住房，供应 25 万套
共有产权住房，提高共有产权住房的建
设品质，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促进
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有效推动北京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据中新社

北京最严楼市调控一周年——

房价全面下跌 楼市成交萎缩

摩 根 士 丹 利 资 本 国 际 公 司
（MSCI）日前宣布，新增 12 个中国指
数。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此举为全球
投资者通过日益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
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红利提供了新的渠
道和机会。

14日，MSCI发布公告，推出包括

中国 A 股指数、中国 A 股大盘股指数、
中国 A 股中盘股指数、中国 A 股人民
币指数等在内的 12 个中国指数，以扩

充 MSCI 中国
全部股票指数
系列和 MSCI
中 国 A 股 国
际指数系列的
范围。

MSCI 亚
太区指数产品
主管西奥多·
尼格利表示，
随着中国资本
市场开放程度
和国际化程度
不断提高，国
际投资者了解
中国市场的需
求 越 来 越 迫
切，此次推出
系列新指数，
将进一步丰富
中 国 A 股 的
资讯和投资工

具，帮助国际投资者作出更有依据的投
资选择。

MSCI 去年 6 月宣布，从 2018 年 6
月开始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
指数和全球基准指数（ACWI）。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
埃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证券市场在国际投资者
中的配置比重一直较为滞后。他认为，
MSCI 此举将提醒全球投资者，要为中
国未来几年内在全球指数中大幅增加权
重做好准备。

花旗银行此前预测，到2025年中国
资本市场规模将与美国相当，而仅中国
证券市场便可吸引约 2000 亿美元的国
际投资。

美国耶希瓦大学商学院教授、华尔
街诚智资本联合创始人黄河说，中国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领域都处于全
球领先地位，有一批优质上市公司和大
量初创企业，中国政府已开始重视支持
独角兽企业优先在国内 A 股上市，并鼓
励有条件的海外上市科技企业回归 A
股，未来中国 A 股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
力将进一步增强。

不仅股票市场受到国际投资者青
睐，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也给投资
者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创造了新的可能。

埃亨分析，今年 6 月 MSCI 将中国
A股纳入其基准指数只是中国资本市场
向全球投资者开放的第一步，未来将有
更多中国 A 股股票不断入围 MSCI 指
数。更重要的是，这可以为下一步中国
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铺平道路。

早在去年 3 月，彭博有限合伙企业
便已推出两项包含中国债券的全新固定
收益指数。去年 7 月，内地与香港债券
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债券通”）也正式开
始运行。

花旗银行认为，未来中国债券市场
将吸引更多国际投资，如果中国资本市
场改革开放进程进展顺利，到 2025 年，
中国债券市场吸引国际资金量将超过
7000亿美元。

埃亨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早已是众望所归，也是大势所趋，金瑞基
金十分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
并坚信中国资本市场将呈现出与其经济
地位相当的实力和水平。

据新华社

MSCI“热身”增容中国指数——

中国红利受全球期待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苏0402破16号

债权人徐顺东、蔡玉谊、刘权、薛蒙、戴叶华、庄翠翠、谭
志帆、李佳星申请债务人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已作出（2017）苏0402破16号民事裁定予以
受理，并指定了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的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晋陵中路 353 号 1楼；邮政编码：
213000；联系人陈军，联系电话：0519-86662060。

常州国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2018年6
月1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据，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院定于2018年6
月23日上午9时在天宁区竹林北路208号本院第一法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届时所有债权人应出席。债权人在
申报债权和出席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营业
证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特别授权委托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挑逗人们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但同时也会让人在未
知的世界中焦虑不安无所适从。就像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的互联网技
术那样，眼下的区块链同样掀起了一
场疯狂的追逐盛宴，还引发焦虑和传
播不安的情绪。

如今，区块链已经不仅让互联网
界沸腾，还在资本圈造风，逐渐成为金
融和互联网两个圈子聚会饭局上的话
题中心。区块链是真火还是虚火？站
在投资的角度，价值究竟在哪？

项目质量不高催生投资“虚火”
在2017年新成立的投资机构中，

有一批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专注于火
热的区块链领域投资。例如：由比特币
首富李笑来和前云币网首席运营官老
猫联合创立的“硬币资本 INBlock-
chain”，是一家区块链行业的投资与孵
化平台，前后投资 Steem，EOS，Sia，
QTUM等众多项目；由著名数字资产
投资人张银海(点付大头)牵头成立的区
块链投资基金“千方基金”，该基金专门
投资区块链项目的天使轮等前期投资；
由 VC大咖和投资资深人士新创立的
区块链基金“维京资本”，首期基金管理
规 模 2 亿 人 民 币 ；以 及 星 链 资 本 、
LinkVC 连接资本、时戳资本、创世资
本、JLAB 投资、星辰资本均是关注区
块链、数字货币投资的机构。

除了这些新成立的“专项基金”以
外，一些中小基金也忙着跟进。去年
10 月，福泉投资成立了区块链孵化
器，而在此之前，福泉投资抽调了一个
行研团队专门研究区块链技术，如今
孵化器已经入驻了 6 家区块链项目，

“有一家是在加拿大做底层技术的，其
他五家都是跟产业应用相关联的，比
如供应链金融、医疗、食品等。”

“我们做孵化器之前看了好几百
份白皮书，质量高的不到 5%，95%都
是处在幻想阶段的，并没有理解技术
的本质。”福泉投资CEO乔治坦言，入
驻孵化器的项目中有些对技术的理解

也不是很深刻，孵化器便辅助他们对接
商业模式和进行发展路线研讨。

尽管质量高的项目凤毛麟角，但资本
对区块链项目的追逐似乎陷入了无序。
有报告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主要投向区块
链项目的风投基金募集金额达到去年总
额的约40%，这意味着，该领域的投资泡
沫已经隐现。曾有投资人抱怨，区块链项
目哄抬身价，且有项目被高价抢走。

“区块链项目融资融的应该是币，凡
是融法币的我都不看的。”乔治说。也有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区块链的融资
信息也有一些泡沫，“有些项目是机构之
前就投进去了的，当时还不是区块链项
目，但这个领域火了后，就往这块靠了。”

主流机构入场助力行业趋于理性
2018年伊始，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

平一段关于区块链技术的分享被“泄
露”，一时间引爆了创投圈，让币圈和链
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谈论话
题。随之而来的被称为区块链第一社群
的“三点钟无眠区块链”也聚集了各个投
资圈大咖。

不难发现，在2017年的区块链投资

热潮中，新成立的基金和传统小基金为
主力军。但从去年年底开始，部分传统
VC机构也开始进场。

去年11月份，松禾资本也投了首个
区块链项目。“作为一项先进技术，区块
链技术是得到业界肯定的，只是之前币
圈有些负面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掩盖了
这项技术的真正价值。”松禾资本合伙
人、松禾创新孵化器总经理张云鹏对记
者表示，此前看了五六十个项目，但最后
只投了一个，“我们不追风，也不是一定
要投区块链，只是遇到合适的标的，价格
和发展方向都合理，就会投。”

张云鹏也坦言，目前投资圈内仍然有
很多不理性的成分，虽然区块链这项技术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的确很多项目
都是骗子，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的投机心
理都太重了。他认为，要用平稳的心态面
对这样一个新技术和新方向，“任何一个
新技术都很难在刚开始时看懂看透，但我
们都会在有限的能力下去做判断，不能把
它当成一个暴富的工具，关键不在于投还
是不投，而在于有没有投好。”

事实上，目前在众多区块链融资案
例中，传统投资机构入场的比例并不是

很高，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没有入
场。或者是有些基金管理人入场了，但
投资机构还在观望中，主流的投资机构
大部分都没有入场，但有业内人士认为，
主流机构未来也会入场的，而且，随着主
流机构的入场，区块链领域的投资会逐
渐趋于理性，项目的估值也会越来越合
理，这有利于真正好的项目跑出来。

“目前区块链领域就技术而言还不
成熟，分布式计算本身会带来算力的耗
费和效率的降低，所以很多技术从业者
也希望从事分布式计算的同时提高整个
IT架构的效率，应用层面就更早了，所以
还在探索。”国中创投合伙人贾巍认为。

传统投资界首位关注数字货币和区
块链的投资人薛蛮子，日前发布了最新
的朋友圈就写道：“野蛮生长的炒币时代
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区块链创业者们融
资数额会越来越少，估值会渐渐地回归
理性，团队的业绩可能会出现与投资人
之间的对赌条款，以保证项目方的信
心。项目会两极分化，优秀项目会越来
越好，空气币或者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的项目会死掉，泡沫开始破了”。

摘自《证券时报》

有投资人说95%区块链项目处在幻想阶段

区块链是真火还是虚火？

财经 关注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新三板）披露数据，今年以来新
三板市场累计发行股票 149.99 亿
元。截至 16 日新三板挂牌公司共
11606家。

3 月 12 日至 16 日新三板市场
成交金额 16.03 亿元，较前一周减
少9.19％。新三板挂牌公司单只股

票成交金额均未超过亿元，其中成交
金额最高的庞森商业，成交金额为
8297.45万元。

在指数方面，三板做市与三板成
指上周双双下跌，其中三板做市指数
下跌 0.43％至 931.36 点，三板成指下
跌0.27％至1079.51点。

据新华社

今年以来——

新三板累计发行股票近150亿元

本周限售股解禁规模骤然增
加。数据显示，3 月 19 日至 23 日，
A 股限售股上市数量共计 95.85 亿
股，以上周五收盘价计算，市值达
1820.78 亿元，分别较上周环比增
加了 192.4%、203.7%。其中数量
超5亿股解禁的公司就达五家。

解禁数量最大的是蓝思科技，
将有 21.6 亿股于 3 月 18 日到期。
不过，蓝思科技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收到实际控制人周群飞女士、郑俊
龙先生出具的书面承诺函：自愿将
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蓝思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期延长
6 个月，即解锁时间由原 2018 年 3
月18日延迟至2018年9月18日。

艾格拉斯就没那么幸运了。数
据显示，其有 5.84 亿股将于 3 月 19
日限售到期，股份类型为定向增发
机构配售股。而在此之前，该公司
就披露了浙江巨龙控股集团计划自

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艾格拉斯不超过3600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95%。

16 日，海康威视公告称，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
售的数量为 58249 万股，占总股本的
6.3116%，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3
月19日。而上周，海康威视高管蒋海
青之配偶曹键通过竞价交易方式以均
价 43.86 元增持了 1.71 万股。埃斯顿
16 日亦发布公告称，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的数量为 5.4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4.4014%，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3月20日。

本周还有拓普集团、全筑股份、
富临精工、创力集团等上市公司限售
股上市数量超 2 亿股，华府时尚、吉
电股份、世龙实业等 10 家公司数量
超 1 亿股。

摘自《大众证券报》

超5亿股解禁公司达五家

本周解禁规模骤增至1820.78亿元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记
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了解
到，2017年北京地区与“一带一路”
沿线 52 个国家（地区）开展跨境人
民币业务 2807.3 亿元，较 2016 年
增长2.9倍。

数据显示，2017 年，为支持“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北
京辖内金融机构为沿线主要项目提
供超过 750 亿元的信贷融资，跨境
人民币贷款对沿线大型项目建设支
持力度进一步提升。

此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进一

步扩大，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北京地区开展跨境人民币证券投资
业务1300多亿元。在货物贸易领域，
北京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量同比增速超
五成，人民币使用占比稳步提升。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一带一路”
倡议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推进高水平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
和便利化，以满足市场主体真实合理
需求为着力点，积极推动人民币在“一
带一路”沿线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结算
中的使用。

去年北京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

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长2.9倍

安徽省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2 月，安徽省房地产
开发投资较快增长，其中住宅投资
增长32.1％；库存面积有所下降，商
品房销售明显放缓，销售额增长
13.1％，增速比上年同期低 29.7 个
百分点。

记者采访了解到，1 月－2 月，
安徽省房地产开发投资 650.9 亿
元，增长 21.6％，比上年同期提高
14.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481.5
亿元，增长32.1％。与此同时，全省
商品房销售面积 1021.6 万平方米，
下降0.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35.1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668.6 亿
元，增长 13.1％，增速比上年同期低
29.7个百分点。

商品房去库存成效明显，商品房
新开工面积回落较大。“2 月末，全省
商品房待售面积 2120 万平方米，下
降 20.3％，降幅同比扩大 17.7 个百分
点。”安徽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赵金
宝说。

此 外 ，资 金 到 位 形 势 向 好 。 1
月－2 月，安徽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到
位资金 1522.4 亿元，增长 35.6％，增
速比上年同期高19.5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商品房销售放缓

安徽前两月住宅投资增32.1％

为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贵
州省近日出台文件明确，将全面实
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除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域
外，一律向民间资本平等开放。

根据《贵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
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及《贵州
省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贵州将加大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开放力度，
禁止排斥、限制或歧视民间资本的
行为，制定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
和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实施办法，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

同时，建立健全与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商事登记制
度，实行多证合一、证照联办，扩大

“证照分离”试点，全面实行“一址
多 照 ”“ 一 照 多 址 ”和 集 群 注 册 制
度 ；实 行 商 务 备 案 与 工 商 登 记“ 单
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推进商事
制度便利化。

为降低民间投资项目建设和运
行成本，贵州将严格执行涉企收费清
单管理制度，凡收费清单外的事项，
企业有权拒绝缴纳；全面清理取消违
规中介服务收费，规范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行为；工程建设领域除依法依规
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
程质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事项保证
金外，其他保证金一律取消，制定建
筑企业保函替代保证金政策。

据新华社

贵州将全面实施民间资本“非禁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