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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近
7亿平方米，而去年同期尚不足6
亿平方米。业内人士表示，这表
明未来中国楼市库存积压仍很
可观。

北京万科总经理刘肖认为，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呈现出
住宅价格豪宅化、高端滞销化的
趋势。据中原地产统计，截至目
前，北京年内销售单价超过10万
元/平方米的住宅项目达到25
个，2016年此类价位的豪宅数量
将翻番。对此，亚豪机构市场总
监郭毅等市场人士均表示担忧：
“2016年5000套豪宅价格产品的
潜在供应，与每年北京楼市最高
仅200套豪宅的去化需求速度形
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供过于求的
严峻形势下，高价商品房市场正
在形成‘堰塞湖’。”

【分析】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住
宅库存居高不下，三四线城市房
价下降压力已传导至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楼市虽然现在仍供不
应求，但后市可能出现高房价引
发的滞销状况。记者在一些西部
省份调查了解到，一些地级市的
楼盘已积压了两三年，当地开发
商甚至表示“未来两年内状况很
难改善”。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
伟表示， 尽管一线城市需求量
大、豪宅频出，但普通住宅市场
依然供不应求，楼市存在供给结
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
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
从目前来看， 销售增长显现乏
力，库存压力却缓解有限。因此，
2016年住房市场仍可能进一步
分化。 ■据新华社

2015.12.21��星期一 编辑 陈香云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李辉A13 经济·消费

初识祖旭宇博士， 是在11月
下旬的一个下午。今年40岁的他，
看上去很斯文， 典型的知识分子
模样。

翻开祖旭宇博士的简历，不
长的文字显现着一行行坚实的脚
印。2007年， 出生于医学世家的
祖旭宇博士回国后进入南华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工作。2008年，他
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
站进行博士后研究。 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
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作
为主要参与人参加国家863项目
和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各一
项，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Onco-

gene、Toxicological�Science和
Breast�Cancer�Research等国际
著名学术期刊发表SCI收录学术
论文10余篇， 总影响因子达40。
2012年和2013年获得衡阳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和一等奖各一项。

自2010年起，祖旭宇博士担
任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技科
科长、 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兼
办公室主任。 他制定了一系列科
研激励和绩效考评制度， 建立了
国家自然基金申报专家指导团
队。确定了糖尿病血管病变、脊柱
内固定治疗技术等优势研究领域
作为突破方向， 协调医院的科研
资源进行攻关。

经过努力，“十二五”期间，南
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申报中取得了突破，共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4项，纵
向科研经费超过1000万元。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和
经费，均居湖南省省级医院之首。
刘江华教授和祖旭宇博士团队，
对波动性高血糖的概念进行了科
学阐述， 并将相关研究成果应用
于临床实践， 明显减少了糖尿病
血管并发症的风险。2014年，该
项研究成果获得了湖南省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王文军教授团队、
姜浩教授团队均获得2015年湖
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2年，祖旭宇成为南华大
学乳腺癌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
经过近三年的攻关， 祖旭宇团队
取得了重要突破， 揭示了乳腺癌
细胞增值的新机制。 这一科研成
果 被 国 际 著 名 肿 瘤 学 期 刊
《Oncogene》录用发表，相关研
究结果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
被国际权威期刊《Nature�cancer�
review》引用。这是湖南省省级
医疗单位首次在该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 团队成员钟警博士也因为
出色的研究工作获得湖南省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荣誉， 这也是南华
大学第一篇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 填补了衡阳市湖南省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的空白。
近年来， 祖旭宇博士与医院

的科研人员努力攻关， 获得国家
专利32项， 一批科研成果得到转
化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2012年， 南华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成为国家代谢性
疾病临床研究中心6家核心成员
单位之一， 填补了衡阳市国家级
医学研究平台的空白。

面对未来，祖旭宇博士说，作
为一名共产党人， 一定要严以修
身、严以律己，做人要实，做踏实
事，要将践行“三严三实”贯穿自
己的一生， 更好地促进科研成果
的转化，为患者服务。 ■陈书云

践行“三严三实”要贯穿共产党员的一生
———记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祖旭宇博士

三成大中城市11月房价同比上涨 原因：降息、降低首付比例等系列优惠政策出台

明年楼市高库存压力仍难减

【现象】

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
示，11月份房价同比上涨的城市数
量达到21个，占比30%。房价涨幅
最高的城市依然是领涨全国房价
12个月的深圳，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涨38.9%。从环比方面，11月份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33个，接近半
数。深圳仍是“领头羊”，新房价格
比上月大涨2.9%。

【分析】

部分城市楼市为何再现“暖
冬”？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
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 政策效
果不断显现是房价上涨城市不断
增加、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包括
降息、降低首付比例、公积金政策调
整等一系列房地产优惠政策陆续出
台， 其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的政策
效果已开始显现。数据显示，今年11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1.4万平
方米， 增速比传统上属旺季的10月
还高3.1个百分点；11月销售额近万
亿元，同比激增20.2%，比“银十”提
高7.8个百分点。

刘建伟说， 从11月份70个大
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价格来看， 较上年同期的环比综
合平均涨幅已由自7月份连续四
个月的涨幅回落转为涨幅扩大，
这表明部分城市房价已经出现企
稳势头。

值得关注的是，三线城市一年
以来首次止跌。 数据显示，11月份
国家统计局调查的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由下降转为基
本持平。这一因素进一步拉升了当
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整体涨幅。

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2015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11月份房价同比上涨
的城市数量已达三成，同时部分三线城市房价开始止跌企稳。

业内人士认为，从11月房价走势来看，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态势日益凸显，一线城市未来也将面临库存去
化难题。同时，随着楼市进一步分化，二三线城市楼市库存压力依然可观。

【现象】

“年底中高端住宅市
场大幅放量， 拉升了一线
城市的成交均价， 是11月
房价走势中的新变化。”世
邦魏理仕华东区研究部资
深董事谢晨说。 记者近期
在北京、 上海和深圳等一
线城市调查发现， 尽管
2015年楼市接近“收官”，
但一线城市部分房地产市
场不冷反热。

11月7日，深圳新房市
场近十年来的最大体量推
盘———深圳龙华壹城中心
1637套房源在6个小时内

售罄， 签约金额高达60亿
元。在北京，多个在售楼盘
从12月1日开始提价，如远
洋地产宣布旗下某品牌高
端住宅产品价格上浮5%。

【分析】

业内人士表示，三季度
以来，一线城市“地王”频出
推高了后市的房价预期。如
11月2日，北京丰台区南苑
乡地块以83.4亿元成交价
晋身北京历史上“地王”总
价第三名；11月26日，信达
地产以72.99亿元获得上海
市杨浦新江湾城某地块，楼

板价近5万元/平方米， 刷新
2015年上海宅地成交纪录，成
为上海年内“地王”。

“一线城市土地价格大幅
度上涨的后果之一， 就是部分
区域房价出现新一轮上涨乃至
过快上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认为， 由于从2013年
开始，一线城市“地王”频现，新
上市的商品房定价出现高端化
趋势，拉高整体房价水平。

记者在上海调查发现，最
近有区域性地王“出没”的新江
湾城、莘庄、江桥等板块，由于
楼板价已赶超同区域商品房售
价， 使得周边二手房主出现临
时“涨价”15%-20%。

三线城市止跌

一线城市供需明显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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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库存压力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