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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房地产市场供需双双放缓，
价格涨幅进一步回落。中国指数研究院
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全国 100 个
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5073元/平
方米，环比上涨 0.15%，涨幅较上月收窄
0.16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
指数对全国范围 100个城市 10月新建住
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从涨跌城市个数
看，100个受监测城市当中，有 62个城市

环比上涨，32个城市环比下跌，6个城市
与上月持平。与上月相比，10月价格环
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减少 2 个，价格环比
下跌的城市数量增加 2个。

10 月，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
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 3.23%，涨幅较上
月收窄 0.33 个百分点。按中位数计算，
全国百城住宅价格中位数为 9427 元/平
方 米 ，环 比 上 涨 0.88% ，同 比 上 涨
5.32%。另外，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

（新建）住宅均价为 27194 元/平方米，环
比下跌 0.09%；同比上涨 2.16%，涨幅较
上月收窄 0.42个百分点。

10月，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继续推
进。其中，天津、南京、三亚对人才购房
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以满足自住需求；宁
波、沈阳、海口等地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
监管；河南、银川、惠州等地则集中力量
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规范房地产市场
发展秩序。此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稳

步推进，深圳、杭州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深圳推出首个“稳租金”商品房
租赁试点项目；广州南沙区、烟台加快共
有产权住房制度建设。

从当月市场表现来看，供应方面，重
点城市整体推盘量较上月有所下降。需
求方面，市场整体去化速度减缓，重点城
市购房者入市积极性降低，去化效果一
般。价格方面，百城住宅均价环比涨幅
进一步回落。 辛华

10月百城房价涨幅继续回落

今年楼市“金九银十”落空，商品住
宅成交乏力。近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发布 2019年三季度上市房企存货研究报
告预测，进入四季度，受监测的规模型上
市房企仍存在一定的项目去化压力。

易居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三季度，
受监测的 20家房企存货去化周期为 13.6
个月，环比增长 4.6%，同比增长 8.7%，延
续了去化周期上行趋势。截至 2019 年
三季度末，20 家规模房企存货规模达
29309.9 亿元，环比增长 8.4%，同比增长
16.2%，同比增速较二季度回落，仍处于

历史较低水平。
“这是因为三季度延续了二季度的

调控政策，房企资金面仍较为紧张，拿地
意愿不高。”易居研究院研究员姚方表
示，发改委 7 月发布房企外债备案登记
的通知，房企发行外债只能用于置换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中长期境外债务，房企
海外发债融资环境紧缩。8 月底，多家
银行收到窗口指导，要求房地产开发贷
额度控制在 2019年 3月底时的水平。

姚方表示，从销售端来看，今年“金
九银十”落空，四季度虽临近年末，大部

分房企会加大推盘力度冲业绩，但调控
不放松下市场降温态势难以扭转，商品
住宅成交量恐难以大幅增长。此外，就
目前形势来看，土地市场仍较为低迷，资
金链较强的也只是少数龙头房企。预计
四季度房企的存货同比增速大概率企
稳，去化周期继续上行。

根据克而瑞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规
模排行榜，受监测的 20家上市房企分为
三类阵营，5家 1500亿以上的超大房企，
11 家 500 亿至 1500 亿元的大型房企，以
及 4 家 500 亿元以下的中型房企。2019

年三季度，超大房企、大型房企、中型房
企存货同比增速分别为 14.6%、17.6%和
14.3%。除了超大房企，大型和中型房
企同比增速均出现回落。

姚方分析指出，结合三季度房企融
资端偏紧环境来看，超大房企在加速回
款和融资成本及渠道上优势明显。从去
化周期来看，三季度，超大、大型与中型
房企存货去化周期均有所增加，分别为
10.2、11.7 和 23.3 个月，环比增长 5.5%、
19.7%和 2.3%。

随着 2018年以来限售限价等调控动
作频频，部分上市房企“高价地”项目的
去化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公司的销
售和回款，资金链吃紧对企业拿地及未
来开发有一定影响。 经济

规模房企四季度销售压力继续增大

10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62.4%，环比上升 3.8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4.5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
之上。“10月车市压力依然较大，竞争环
境进一步恶化”。

相比之下，9 月的二手车市场则创
下单月销量新高，交易量达到 131.18 万
辆，同比增长 7.47%，环比增长 9.4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表示，

“如果今年剩下的三个月，能够保持持续
升高的趋势，二手车全年销量规模仍将
有望达到 1500万辆。”

流通协会方面表示，9 月各地车展
及季度末经销商冲量等营销活动透支了
一部分市场需求；加之，“十一”国庆节期
间消费者外出游玩，经销商集客量有所
下滑。同时，北方地区进入农忙时节，农
村消费者到店量下降，且今年部分地区
粮食欠收，农村消费者购车需求被抑
制。另外，11月一些地区将举办大型车

展，厂家与经销商促销力度加大，导致消
费者持观望态度。

流通协会方面认为，10月市场表现
与 9 月相比略有下滑，并没有达到经销
商期待，市场压力依旧很大，“金九不金，
银十难银”。而 11 月临近年底，厂家和
经销商为完成全年任务势必将加大促销
力度，预计 11月销量会略好于 10月。

相比之下，9 月的二手车市场则创
下单月销量新高，交易量达到 131.18 万
辆，同比增长 7.47%，环比增长 9.44%。

“这是除 6月以外，增幅比较可观的一个
月，6月因国五国六切换补库，同比增长
达到 17.76%。”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
书长罗磊表示。

与此同时，流通协会方面预计，由于
今年的新车市场仍呈现下行趋势，二手
车市场增速明显放缓，行业或将进入调
整期。数据显示，1-9月，全国二手车累
计 交 易 量 为 1058.5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4.32%；累计交易金额为 6670.5 亿元，同
比增长 5.79%。

从城市分布来看，不同于五、六线城
市新车销量的较大下滑，1-9 月五线城
市二手车销量占比较去年增长 1.08%，
占比达到 10.48%；四线以上城市二手车
销量则呈现下滑状态。

价格区间上，1-9月 3万元以下二手
车销量同比减少近 12%，占比为 25.97%；
相比之下，15-30万元车型增长明显，从

去年同期的 7.9%提升到 12.38%。30 万
元以上车型从 2.58%提升到 4.47%。得
益于这两个区间车型的价格提升，1-9
月二手车平均价位达到 6.3 万元，比去
年略有增长。

新能源二手车方面，各车型中小微
车型依然是绝对的主力。其中，A00 级
车型 9 月占比 59.83%；A 级占比进一步
提升，达到 23.9%。此外，MPV占比有所
下降，达到 1.66%；SUV 车型占比有所上
升，达 8.82%。从价格来看，5-8 万元车
型占比增长最为明显，达到 25.6%，环比
增长 5.24%。

近年来，伴随全国解除二手车限迁
政策的逐步推进，极大促进了二手车的
流通，有效盘活市场资产。从月度转籍
比例的走势来看，2019年的转籍比例明
显高于历史同期，跨区域流通出现了非
常明显的增长。

郭涛

也许你喜欢飞行员夹克是因为电
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玛婷达”，由娜
塔莉·波特曼主演的叛逆少女形象深入
人心，并且影片中的穿搭也很有型。其
中，她的廓形偏高腰的飞行员外套酷极
了，看完电影就忍不住想要来一件同
款。

黑色高腰夹克玩起全黑搭配也很
OK，黑帽黑裤黑皮鞋，就算是出门遛狗
也要酷酷的。

随着设计师们的改良演变，棒球夹
克也越来越趋向于基本款的发展，可以
说每个女孩子的衣橱里都有一件夹克，
潮人们更是凹好造型，渗透在街头的每
一个角落。

毛线帽+军绿飞行夹克+马丁靴=经
典酷帅好搭公式，戴上帽子再也不担心

“微风吹动我的头发”。酷帅和百搭的
属性深得人心，随意搭配毫不费力，搭
配裤装酷劲十足，裙装混穿也不会减少
帅气，只会增加几分柔美，想要玩转性
感风潮，那就得在内搭和夹克款式上做

些小选择。
高腰小内搭拉伸腰线显腿长，黑色

小高领保暖又精致，踩上一双牛仔靴，
酷劲十足。有些酷酷的夹克也有甜美

的小感觉，把酷劲儿隐藏起来，就会趋
向于乖巧可爱。有时身穿棒球夹克搭
配白色阔腿裤，不仅休闲，还时髦。

刺绣夹克的富贵高级感就是开启

“女王气场”的按钮，不同饱和度的同色
系穿搭可以酷帅，也可以甜美，再加上
一条渔网袜就足以被定义为性感酷姐。

新浪

穿上这件棒球夹克 做个“飞行女孩”

秋天，吃一碗牛肉沙拉，爽口而清
凉。其原材料包含有：牛腱子肉 1000克、
小番茄 8个、黄洋葱半个、生菜半个、葱 2
段、姜 1 块、八角 1 个、桂皮 1 段、花椒粒
10粒、香叶 2片、豆蔻 1个、料酒 2勺、盐 2
勺、老抽 1勺、凯撒沙拉酱 1勺、橄榄油 2
勺、糖 1 勺、香醋 1 勺、生抽 1 勺、黑胡椒
碎少许。

牛肉沙拉的做法介绍如下：1. 用清
水泡牛腱子肉约 1小时，中间要勤换水；
2.把生菜、洋葱、小番茄洗净备用；3.葱切
大段、姜切片备用；4. 牛腱子肉冷水下
锅，焯水，捞起后用热水冲洗一下表面血
沫；5. 汤锅加入葱姜、八角、桂皮、花椒
粒、豆蔻、香叶，煮开；6.把牛腱子肉放入
煮开的汤锅里，大火烧开；7.烧开后倒入
料酒、老抽，沸煮 10 分钟；8. 转小火炖煮
约 2小时，炖一个小时左右要加盐调味，
然后继续炖煮入味；9. 把煮好的牛肉放
到碗里，稍微晾凉后放入冰箱冷藏 1 小
时；10.把生菜撕成小细条放在大沙拉碗
里；11. 小番茄对半切开、洋葱切丝后全
部放入碗里；12. 放一些橄榄油、香醋、
糖、生抽和胡椒，调个油醋汁；13.冷藏后
的牛腱子肉拿出来切片；14.先把油醋汁
淋在沙拉上，再放一勺凯撒酱，拌匀；
15. 把蔬菜拌匀后，把牛肉片摆放在上
面，再撒上点现磨的黑胡椒碎，牛肉沙拉
就做好了。 小郁

日前，“提链计划——智电汽车供应
链质量安全提升计划”签约启动仪式在
北京汽车博物馆成功举办。“提链计划”
是由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与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简称“CQC”)深度合作，将对新能
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供应链中跨界创
新的关键环节和关键部件进行深入研
究，关注部件质量和安全隐患，制定并完
善相应标准体系，对智电汽车供应链未
来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
已经成为汽车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新技
术、新材料等在汽车行业被广泛应用，汽
车的供应链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
革。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构造、关键技术
及零部件方面相比传统内燃机汽车差异
较大，关键环节技术路线创新、零部件的
创新以及跨界零部件的车规级应用已经
是必由之路。在汽车供应链不断变革的
过程中，确保产品的安全和可靠是供应
链企业成功的前提，也是新能源车企选
择供应商最重要的依据。

启动仪式后，百人会与 CQC“提链计
划”项目组将继续走访车企和龙头零部
件企业，进一步了解行业需求，探访技术
发展，深挖行业痛点，同时充分发挥百人
会和CQC在汽车、工业电器、电子电气等
领域的跨界优势，组织整车和零部件企
业技术负责人与行业专家举行高端技术
研讨会，讨论提升供应链质量安全的有
效方法，创建跨界领域的标准和检测公
共平台，初步建立由市场采信的车规级
器件 CQC 标志认证体系，争取为各车企
在新车型研发过程中所采信，减少各家
重复建设和投入，以助力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供应链的整体质量安全水平的
提升。 成宇

爽口清凉的
牛肉沙拉

经销商库存仍面临压力

二手车销量创历史新高

智电汽车供应链质量
安全提升计划启动

夹克搭丝质衣服，柔和。 资料图片 夹克搭渔网袜，酷劲十足。资料图片夹克搭个性服饰，时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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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19127期开出5注一等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1.08亿
11 月 6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27 期开奖，前区

开出号码“04、07、08、11、16”，后区开出号码“09、
11”。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109期开奖，通过 3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1.08亿
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5 注一等奖。其中，1 注为
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
出自云南；4注为 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
上海、江苏、广东和贵州。

数据显示，云南中出的 1800万元出自玉溪，中
奖彩票为一张 5注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上海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浦东区，中奖彩票
为一张 7+2复式票，单票擒奖 1003万元。

江苏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苏州，中奖彩票为
一张 11+4复式票，单票擒奖 1169万元。

广东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中山，中奖彩票为
一张 8+3复式票，单票擒奖 1081万元。

贵州中出的 1000 万元出自黔南州，中奖彩票

为一张 5注 10元投入的单式票。
对比中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来自云南

玉溪的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要多拿了
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
到了封顶的 1800万元。

二等奖开出 110注，每注奖金为 37.71万余元；
其中 45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 30.16万余
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 67.88万元。

三等奖中出 198 注，单注奖金为 10000 元。四

等奖中出 909 注，单注奖金为 3000 元。五等奖中
出 20626 注 ，单 注 奖 金 为 300 元 。 六 等 奖 中 出
27006 注，单注奖金为 200 元。七等奖中出 38939
注，单注奖金为 100 元。八等奖中出 872301 注，单
注奖金为 15 元。九等奖开出 8686172 注，单注奖
金为 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21.35亿元滚存至
11月 9日（周六）开奖的第 19128期。

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