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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房企違約潮持續，停工樓盤越來越多。近期內地多

個城市多個開發商的樓盤相繼爆出爛尾，迫使業主聯名發

布《停貸告知書》，表明不全面復工就斷供。從網絡上已公布樓

盤來看，包括景德鎮恒大瓏庭、南昌新力城、武漢恒大時代新

城、武漢綠地光谷星河繪、鄭州名門翠園、長沙新力鉑園等近20

個項目。業內分析認為，當前房企流動性風險暴露加快，用於施

工的資金流向不明，此類事情多發易引發骨牌效應，各級政府應

積極排摸並嚴查樓盤爛尾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樂購深圳」數字人民幣促消費活動，6.7萬餘家線上線下
商戶參與，圖為布吉一餐飲店接受顧客數字人民幣支付。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7月11日，長沙新力鉑園業主發布告知書，稱項目逾期未交房合計2,368戶，交房資金預估缺口達7億元（人民幣，下同），已售房源總金額10億元不知所
終，項目若7月底之前不能全面復工則將強制停貸(即「斷供」)。類似強制斷供的
業主申明近期比比皆是。7月10日，武漢綠地光谷星河繪全體業主聯名申請《停
貸告知書》，顯示項目去年8月開始爛尾，涉及業主超過2,428名，預售回款達
48億元。7月7日，武漢恒大時代新城業主也發布了強制停貸告知書，涉及5,000
多戶，40億元預售房款。上述兩個項目都計劃今年12月31日起停止還貸。另
外，江西景德鎮恒大瓏庭的業主也於6月30日發布告知書，稱若8月1日前不復
工則強行停止還貸。江西南昌新力城業主同樣決定8月強制停貸，該項目去年停
工，合計3,277戶，主業申明提及60億元房款不知所終。

買家慨嘆：退房無門 錢房兩空
爛尾樓正成為越來越多購房者的噩夢。有人買婚房遇到樓盤爛尾，不僅退房無

門且購買新房的錢也沒了，最後婚事告吹；有人一家老小傾盡六個口袋買的房爛
尾，住在半成品的建築中每個月還得償還房貸；還有小夫妻賣掉唯一的二手房，
買下爛尾樓不能交付，最後只能租房度日……。類似買房買到爛尾樓的事情，最
近在全國多地頻頻發生，很多購房者錢房兩空，不得已開始聯名發布《停貸告知
書》。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指出，樓盤停工爛尾現象存在一些特點：
一方面是停工的面積較大，且部分復工屬於表演式復工，並沒有真正進入到完全
施工的階段；另一方面，此類項目的預售資金流向不清，且資金監管不到位，導
致購房款不能進入到施工和工程階段。「相關銀行等負有直接的責任。」嚴躍進
告訴記者，「業主的申明訴求是清晰的，即要求限期復工，否則在辦理不動產權
證前將拒絕還貸，相關損失由相關部門和機構自行承擔。」

上半年房企融資下降53%
對於房企停工潮愈演愈烈，市場猜測多為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導致預售房款被

挪用導致。華泰證券此前一份研報顯示，受地產銷售低迷、預售資金監管收緊、
債務到期壓力較大、金融機構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影響，2021年出現民營房企違
約潮，且下半年以來流動性風險暴露加快。從2020年銷售金額的情況來看，實
質債務違約房企的銷售金額佔比有9.1%，信用風險房企銷售金額佔比達到
17.1%。到了今年，房企資金周轉情況仍未得到有效改善，CRIC數據顯示，
2022年上半年100家典型房企融資規模為3,837億元，同比下降53%。與此同
時，房企到期債券規模卻與日俱增，7月達到年內高峰，約830億元債券到期。

解除購房限制才能激活市場
但房企不將預售房款用作蓋房用途，恐會引發社會問題。嚴躍進對此建議，各

級政府要關注近期房企不能開工的原因和現象，繼續提供幫助，尤其是管理好預
售資金監管口子，確保資金用於工程建設。同時，各級政府要積極排摸所在城市
項目開工情況，梳理出貸款緩繳或其他變通的方式。他還認為，爛尾樓斷供不利
房地產交易市場的活躍，若是房屋交易市場疲軟，各類救市做法也很容易消耗資
金和精力，各地要進一步解除購房方面的限制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A股連日來跌勢不止，滬深三
大指數持續下探，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3,281點，跌32點或0.97%；深
成指報 12,439 點 ， 跌 177 點 或
1.41%；創業板指報2,702點，跌64
點或2.34%。兩市量能跌破萬億，共
成交9,768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全天淨流出42億元。
盤面熱點快速輪動，前日強勢的

醫藥板塊大幅走弱下殺3%，半導體
板塊暴跌4%，醫療器械、醫療服
務、旅遊酒店板塊亦拖累大市。升

幅榜上，鐵路公路、風電設備、工
程建設板塊大漲，國家發改委發
文，提出到2035年國家公路網總規
模約46.1萬公里，鐵路公路板塊拉
升逾3%，領漲兩市，多隻股份漲
停。金融股亦逆市上攻，銀行、證
券、保險板塊小幅收紅。

上市公司業績或遜預期
瑞銀證券中國股票策略分析師孟

磊稱，近期快速反彈或暫告一段
落，市場可能在短期進入階段性盤
整。宏觀壓力下，部分上市公司的

業績或弱於市場預期，三季度經濟
和企業盈利復甦力度仍有不確定
性；此外，儘管近幾周市場快速反
彈，卻並未觀測到外場資金大幅入
市跡象，6月新發公募基金規模為
263億元，高於5月的118億元，但
仍低於去年6月的1,876億元和今年
一季度的月均521億元。不過也有投
資者仍樂觀，據上海財經大學的報
告，滬機構投資者在關於「未來六
個月內投資收益將如何」的調查
中，認為增加很多的受訪者佔比由
22%升至3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昌鴻深圳報道）5月末，深
圳市商務局聯合工行、農
行、中行、建行等多家數字
人民幣運營機構發起了「樂
購深圳」數字人民幣促消費
活動，通過美團平台向市民
發放3,0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數字人民幣紅包。因為
消費場景的豐富性和發放形
式的創新性，活動吸引數百
萬市民參與、紅包核銷率超
過90%、消費乘數效應顯
著。據深圳市商務局昨日公
布的數據顯示，活動吸引深
圳市民報名參與逾260萬人
次。從5月 30日至6月 19
日，共有6.7萬餘家線上線
下商戶參與活動。據悉，活
動令5萬餘家線上商戶訂單同比增六成。
「記錄一下今天領到紅包，在超市買了10
瓶飲料又點了4杯奈雪這件事，讓我們一起
謝謝深圳數字人民幣紅包」、「數字人民幣
紅包中了個88，在便利店買了板娃哈哈犒勞
一下自己」……在「樂購深圳」數字人民幣
紅包發放後，不少市民在網上晒出真實消費
體驗，反映此次活動對線上線下消費場景的
廣泛覆蓋。

1.5萬家線下商戶參與
據悉，此次活動覆蓋了1.5萬餘家具備數字
人民幣收款功能的線下商戶，從超市便利店
到火鍋奶茶店，消費者日常就餐、購物等，
均可走進線下商戶用數字人民幣紅包消費。
在線上，深圳市通過美團發放紅包，消費場
景覆蓋美團平台點外賣、團購美食套餐、買
菜、買生活用品、騎單車、打車、訂景點門

票等數百類消費場景，涵蓋「衣食住行」。
活動期間，除數字人民幣紅包外，美團還聯
合 5 家銀行，疊加向用戶發放了總價值
3,521.41萬元的數字人民幣優惠券，吸引更
多市民參與，提升了百姓對數字人民幣的體
驗認知，促進了數字人民幣的普及推廣。

線上商戶訂單增六成
5萬餘家線上商戶訂單同比增六成，數字人

民幣紅包加速中小商戶復甦，「我們超市主
賣零食、飲料、毛巾、臉盆這些生活日用
品。深圳市搞消費券和紅包活動，超市的生
意也比以往熱，端午節期間，20多家連鎖超
市總訂單量環比節前上漲約30%。」談到對
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的感受，「哆鯨選」超
市的老闆這樣表示。美團數據顯示，端午期
間，平台線上數字人民幣交易訂單佔到該店
線上總訂單數的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嚴峻的疫情考驗令消費者購買意願和預
期均有所下降。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
心最新發布的「第二季度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列」報告指出，二季度上海市消費
者買房時機指數環比和同比分別下降了24.8點和17.8點。

逾半不贊同現時買樓
調查結果顯示，25.6%的消費者認為當前是購房的「好」時機，環比降低了4.1個
百分點，同比減少1.2個百分點；認為時機「不好」的有59.3%，環比和同比分別
大幅增加了20.7個百分點和16.5個百分點。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心主
任、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主任徐國祥教授分析，疫情增加了不確定性，
消費者趨於謹慎，購房意願出現下滑。
消費者在未來六個月的購買預期與當前購買意願同步變化，認為時機「好」的消

費者為27.1%，較上季度上升1.6個百分點，同比略增0.4個百分點；而認為時機
「不好」的消費者有57.4%，環比和同比分別增加了14.7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
購房預期與當前購房意願的走勢基本相同，預期略好於當前判斷。徐國祥認為，復
工復產後上海市場總體較為平穩，消費者的購買需求亦有望企穩。

部分售樓處仍然關閉
仲量聯行最新統計也指，由於上海各開發商售樓處與交易中心在四月與五月暫停

開放，六月復工以來，為避免人群聚集，多數項目售樓處仍處於關閉或限流狀態，
部分項目開啟線上認購模式，上海二季度住宅成交量減至約130萬平方米，環比下
降52.4%，同比下降49.5%。不過，高端市場方面，六月以來住宅銷售及備案節奏
加快，一季度入市但未完成銷售進度的項目在二季度均通過線上系統成功簽約，因
此二季度高端商品住宅成交1,239套，環比升15.9%，同比升15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
樂）受到新冠疫情反覆及擴散
影響，今年上半年內地經濟表
現不理想。花旗銀行研究部中
國首席經濟學家余向榮昨表
示，隨着疫情受控，供應鏈逐
漸受控，內地經濟至暗時刻或
已過去，料今年內地經濟可按
年增長3.9%。

料政府加碼撐內房
余向榮認為，為支持經濟增

長，內地政府會採取一系列增
量政策以鞏固經濟復甦的勢
頭。首先，對房地產的支持政
策將會持續。他預計政府將更
為積極地採取包括調整首付比
例，下調房貸利率等措施，藉
以恢復購房者的信心。此外，
財政政策亦會繼續發力，下半
年政府需要追加至少1.5萬億
人民幣的財政增量資金，而資
金補充途徑包括提前下達明年
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此外，
寬鬆的貨幣政策將維持，下半
年人行或會降準25個基點，
但不會降低政策利率。
花旗並上調2023年內地經

濟增速預測，預期明年內地經
濟可按年增長6.1%，稱今年
較低的基數及刺激效果的持續
顯現將支持2023年的增長，
而房地產周期也有望逐步正常
化。
對於近日持續有消息指，美

國可能會削減甚至豁免對部分
中國貨加徵的關稅，余向榮表
示，該行的基準情形是下半年
美國會部分取消對中國貨加徵
的關稅，而這可以對沖全球衰
退風險對中國外需的壓力。

料人幣兌美元貶至6.95
另一方面，雖然美國若部分

取消對中國貨加徵的關稅，短
期內或會提振人民幣匯率表
現，但他看淡6至12個月內人
民幣兌美元走勢，料人民幣兌
美元會貶至6.95。原因是中美
利差持續壓縮，使得外資由流
入中國債券市場轉向流出，且
流出態勢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
間。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常賬
戶之變局，他預測經常賬戶盈
餘從今年佔GDP的1.8%下降
至明年的1%以下，成為中期
人民幣貶值壓力的主要來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疫
情下不少客戶傾向在網上投保，富
衛香港及澳門首席市務及數碼總監
謝振國透露，今年第二季網上平台
流量按年升逾9倍，反映網上投保顯
著增加，他亦留意到疫情下客戶更
關心個人及家人保障。他又指，公
司保險代理數目平穩上升，雖然香
港及內地至今仍未正式通關，但公
司仍會積極增聘人手，目前主力拓
展本地市場，其中自願醫保是重點
產品，他預料未來整體銷售仍會穩
定增長。
對於市場關注疫情下市民對保險

產品需求，富衛香港及澳門首席產
品總監余栢堅昨表示，本港爆發第5
波疫情前後對公司業務影響不大，

年初推出的新自
願醫保產品反應
亦理想，反映市
民對醫保的需求
比以往更大。富
衛保險推出新高
端自願醫保產品
「至．衛一醫療
計劃」，計劃提
供 每 年 高 達
3,500 萬元保障
限額，不設終身
保障限額。

準備向內地客推出產品
余栢堅又提到香港及內地雖然未

正式通關，但在疫情下港人對保障

型產品及醫保需求大，因此在本港
爆發第5波疫情前後對公司業務影響
不大，他亦期待香港及內地日後正
式通關，公司已準備好推出一系列
相關產品予內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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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滬市民買樓意慾大降

◆長沙新力鉑園業主發布告知書，稱項目逾期未交房合計2,368戶。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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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衛：網上平台流量升逾9倍

A股續下探 滬綜指失守3300點

◆◆左起為富衛香港及澳門首席產品總監余栢堅左起為富衛香港及澳門首席產品總監余栢堅、、首席首席
市務及數碼總監謝振國市務及數碼總監謝振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