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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天越来越少的成交量面前，

房价还在一天天走高。那么，究竟是谁

还在购买现在的高房价？他们买了这

么高得离谱的房子又要干什么？

大家都知道房价太高了， 但是

大家都想买来赚一笔，都想在鼓点停

下前转手。这是目前高房价的主要购

买群体。他们摸清楚了政府的脾气，

知道政府不敢让房价降下来，2008年

房价不是降过吗？结果呢，房价还没

有降到位， 政府在一夜之间推翻了

所有的政策， 活生生地用钞票把房

价又重新推了起来。

除了这个群体， 还有谁在购买

泡沫资产呢？还有，大有人在。那就

是被开发商的两拳打晕了头的人。

这第一拳头是通胀预期， 这第二拳

头是地王。试想钱不值钱了，存在那

里还有什么用， 还不如换成房子保

值增值啊。于是，把准备开厂办店的

钱一股脑拿出来， 有的想方设法去

银行贷款，全部用来买房子，买上一

堆美丽的泡沫。

仅仅只是这两个群体， 还缺乏

想象的空间。怎么一个想象空间呢？

全球化，找外国人做托，国际热钱流

入1000亿，分别流进股市和楼市，并

且，还有现身说法的，一个法国人在

上海一口气在一个楼盘买了9套千万

豪宅。你还不买？要快，晚了就没有。

不过，老百姓也学乖了，你越是

忽悠我买房，我就越不买。看看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最受关注的

CPI和PPI在7月份仍然出现了负增

长。这已经是PPI和CPI连续第6个月

出现双降。6个月双降是什么概念

呢？ 经济学上说，6个月CPI负增长

就表示这个经济体进入了通缩时

代， 除非你这个房价是鬼变的，否

则，只有一条路，就是降价。

当然，还有一条路，就是崩盘。这

两条路都不是铺满鲜花，而是充满坎

坷。总有人要为这堆美丽的泡沫买单，

我想不会是政府。所以，现在买房，那

才是奋勇献身的时候到了。还有钱的，

不妨先买。我们老百姓没办法，只有

再等等。■独立评论家 牛刀（陈乾）

房地产市场这根弦， 最容易触

动整个社会的神经。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提供的

数据显示，7月份， 全省商品房价格

和现房销售再创新高，长沙市商品房

均价4130元/平方米， 创今年以来新

高，现房销售728套，环比上涨22.8%。

与此相反，7月份全国一线城市商品

住宅成交量首次出现集体下滑。

这组数据，无疑是有人欢喜有人

忧。盘点2009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

本应是冬天， 却像6月热浪逼人———

房地产市场持续转好， 半年之内，出

人意料的完成了复苏、回暖、繁荣的

全过程。全球金融危机仍在延续，而

我国的高房价一时之间拯救了房地

产开发商、 GDP数据和财政收入。

但是， 我们拿什么来拯救想要

购房的中等收入人群？

中产阶层被视为我们这个社会

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稳

定阀”。很多人都认为长沙是个收入

不高消费高的城市， 一个家庭月收

入如果到了5000元左右， 就可以视

作中产家庭。许多年轻的中产家庭，

为了买到一套婚后的家庭生活用

房，要耗尽小两口所有积蓄，才能付

完首付装修住进去，接着开始当“房

奴”。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

市， 高房价更是正在吞噬大量的家

庭财富，甚至消灭了许多中产家庭。

我的一位朋友曾先生， 在长沙

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上班仅5年，存

款将近20万。然而，一套房子却使他

的生活品质发生急剧变化， 从康庄

大道跌入了温饱之路。

为了这套总价70多万的房子，

不仅他那20万的存款兜了个底朝

天， 每月还要还款3000多元。“虽然

还贷负担不太重，但我们还要装修，

还要买家电，钱从哪里来呢？”

于是，曾先生只能缩减开支，减

少外出吃饭和娱乐活动。 这套房子

也让曾先生元气大伤， 财富的积累

估计需要几年才能复原。

某房地产开发商与笔者交流时

说，他希望不要从数据去分析GDP

的增加， 而要从当地普通家庭的年

收入和当地的房价的比例去看。用

一个普通家庭20-30年的全部收入去

换一套只能用几十年的房子，正常吗？

一套房子，首付掏空了上代人的积蓄，

分期付款让这代人没有什么积蓄。

高房价还要持续多久？

在实体经济尚未全面复苏的前

提下， 如果说2-4月份自住需求的

合理释放是房地产市场回暖的主要

原因，那么5月以来市场开始变得疯

狂，投资投机需求成为重要推手，流

动性充裕成为楼市和股市双双繁荣

的重要外部因素。

楼市与股市向来呈正相关，股市

的财富效应会增加楼市需求。现在，

股市开始大幅度调整了， 那么楼市

何时回头呢？ 会是一种怎样的回调

方式？也许在第四季度，我们就能清

楚地看到答案。 ■朱团胜

一段时间以来， 央企进军房

地产业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

话题。央企一面肩挑“保增长”的重

担，一面频频成为“地王”。根据相

关媒体报道， 当前国资委分管的

136家央企中，逾七成、80多家企业

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以地产为主业

的有16家。今年上半年，各月成交

总价排行前10名的地块中有60%的

高价地块由有国资背景的企业获

得。近两个月内，国企陆续竞得近

20个热门地块， 涉及土地款超过

265亿元。其中，刷新单价和总价的

地块达到13宗，直接导致地价的爆

发式上涨。 财大气粗的央企争当

“地王”，显然不是什么好现象。

央企涉足于房地产业， 其背

后有政府的身影和银行强大的

资金支持，这导致房地产市场的

垄断特征再次显现，使央企、国企

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进一步拉

大。对此，有专业人士担忧：国企

房地产开发商垄断地位会给房

地产行业带来冲击。 而中国民

（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则

把它称为“去民营化现象”。

在央企争当“地王”的风光背

后， 砸碎的可能是普通民众的买

房梦，甚至有可能会削弱或减少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的数量。

这是因为，昂贵的土地成交价带

动了周边房价的上涨。 例如，“新

地王”周边的北京通州，原来数个

向中等或偏下收入人群提供的

楼盘， 每平方米房价都上涨了

2000元左右。据媒体披露，在中

央拉动经济的4万亿投资中，有

8000亿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果真

如此， 影响就更为严重了。“新地

王”天价地盖出的天价房，显然无

法让那些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

人群受用。可以说，这次央企的疯

狂拿地， 不仅有意无意地藐视了

住房公平， 还使开发商利益同盟

又多了一位重要成员。 而对于普

通百姓来说， 也只有望楼兴叹的

份了。 ■独立评论家 侯文学

谁在购买房价泡沫 央企当地王 砸碎买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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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普通家庭20-30

年的全部收入去换一套只

能用几十年的房子，正常吗？

一套房子，首付掏空了上代

人的积蓄， 分期付款让这

代人没有什么积蓄。

究竟是谁还在购买

现在的高房价？他们买了

这么高得离谱的房子又

要干什么？

一套房子消灭

一个中产家庭

■漫画/王珏

在央企争当“地王”

的风光背后， 砸碎的可

能是普通民众的买房

梦。

房奴故事

没有房的时候，想有个房，一

旦真正当了房奴后， 那个日子真

叫个惨！

一到月初， 妻子就开始预算

一个月的家庭支出计划，一边计

算，一边念念有词：大米，不能超

过25斤，要多吃面，吃面好，连汤

带水一块吃了，还省烧水喝。

原来我们两口子是拿到工资

先花，月底算账，花起钱来相对随

意。现在，我们改变了家庭核算方

法，改月终盘点为月初规划，没有

规划的用钱一概不行，一分钱不能

错花。因为，我成为了悲惨的房奴。

去年7月，我找朋友和亲戚借

了几万块钱， 加上我与妻子积攒

的十几万块钱，交了首付，购买了

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 总价46

万。每月的房贷、水电煤气等固定

支出近3000元， 占了我两口子收

入的70%。 加上买房时还有部分

首付是向别人借的， 需要尽快归

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但就是这样， 仍然动不动就

冒出“故事”来。

上个月，我刚还完贷款，恰好

老父又急用钱，给了之后，身上仅

剩50元， 恰在此时， 老婆又生病

了，没办法，只好强撑着没去医

院，为这事，我自己内疚了好些时

候，感觉很对不起她。每天我拼命

的工作，就是为了能多赚点钱，好

早点还完房贷， 早上只要眼睛一

睁开，就想着还欠银行那几千块

钱……这种难以表达的痛苦不做

房奴的人真是难以体会。

前段时间老婆情绪很不好，

整天闷闷不乐的，闹着要卖房，为

此事我和老婆几乎天天吵架。朋

友知道了我的情况总会关心的问

上一句：“你这么穷干嘛要买房？”

朋友的话深深刺痛了我， 但我又

能说些什么，我当时一个劲儿的

抽烟，想借助尼古丁的作用麻醉

我的神经，除此之外我真不知我

还能做什么。

哎！人算不如天算，前段时间

公司效益直线下滑， 内部开始裁

员，我失业了，我的梦也就破碎

了。最终我决定把房子卖掉，好缓

解一下经济压力， 我到各大网站

登出了我的卖房信息，最终我们

没有把房子卖出去，是因为外界

传闻太多，说房价要跌，人们要么

是观望不买， 要么就是价钱压得

很低， 所以我只能继续当我的房

奴，继续过我的悲惨生活了。

我搞不明白，我好好地工作，

只想有个安身之所, 这点愿望也

实现不了?真不想活了。

■小丁

当房奴的

悲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