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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不只二手房价下
跌，其实一二三线城市均有城市步
入下跌通道，楼市的“金九银十”已
不复存在。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从今年8月
仅1城房价下行，到10月多城房价
出现下跌，楼市降温已是共识。从
国家统公布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
房价下探力度继续增强。四季度
的调控重点依然是稳定，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未来两个月整体
商品房成交量价不会出现明显波
动，但一线城市趋冷的趋势将更为
明显。”

与此同时，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也表示，二手房的拐点已

经开始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二
手房价格的下调城市和下调幅度
将继续加大，新建住宅部分城市也
将逐渐开始调整。

楼市的下跌是否意味着会放
松调控政策？今年可谓是房地产
调控政策次数最多的一年。中原
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年内
叠加10月份的24次楼市调控，房地
产合计调控次数高达410次，同比
上涨超过80%。

不过，张大伟表示，楼市政策
虽然在 10—11 月发布次数逐渐减
少，11月基本没有加码收紧政策。
从政策预期看，宽松政策出现可能
性不大。 （沈婷婷 综合经济日报）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11月 15
日凌晨，美股上市的特卖电商唯品
会披露了其未经审计的2018年第
三季度财务报告。数据显示，唯品
会当季净营收178亿元（约合26亿
美元），较分析师预估高出3.2%，同
比增长 16.4%，连续 24 个季度盈
利。三季度，按照非通用会计准
则，唯品会归属股东净利润为5.008
亿元（约合7290万美元）。

报告显示，当季唯品会订单数

达到9570万，同比增长29%。活跃
用户数实现11%的增长，客群购买
力、用户粘性等数据稳步提升。

唯品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沈亚表示：“在2018年第三季度，唯
品会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11%，呈
现健康的增长趋势。其次，人均消
费额的持续上升，体现了我们运营
实力和执行能力。唯品会专注于
好货战略，希望持续加深我们在特
卖领域的优势。”

10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出炉

一线城市二手房价走低 厦门跌幅最大
10月楼市降温，逐

渐回归理性。国家统
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
示，10月份 70个大中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
比上涨的城市有65个，
比9月多1个。15个热
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
城市有2个，与上月相
同，最大降幅为0.5%；
上涨的 13 个，增加 2
个，最高涨幅为2.5%；
其中成都10月新建商
品房价环比上涨1.7%，
在15个热点城市中仅
此于武汉，排第二位；
同比则上涨10%。

零钱 1.7 万亿 好多趴在手机里
出门不用带钱包，一机在手，要啥啥有的手机支付时代

已经全面到来，无论是谁，微信钱包或者支付宝里都存点零
钱用于打车、点餐或者是小卖部花费。

根据腾讯理财通、腾讯金融科技智库联合发布的国内
首份《国人零钱报告》显示，国人零钱规模高达1.7万亿，其
中近九成的零钱是纯闲置。

《国人零钱报告》中定义
的零钱，包括从随身携带的小
额现金到储蓄卡活期余额、信
用卡额度，再到第三方支付工
具余额、即时消费基金甚至互
联网信贷额度等形态。

报告显示，国人零钱的来
源较为分散和广泛，以微信红包
为代表的社交红包由于其小额、
便捷和黏度高的特点发展迅猛，
成为国人零钱，尤其是电子零钱

的一大重要来源，比例高达
62.4%，占所有来源渠道首位。

报告显示，包括微信支付
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账户余额这
一形态，以91.1%的比例居于所
有常用支付方式之首，其中，
在16个日常零钱支付场景的常
用率上，现金仅在路边摊支付
和公交地铁充值这两个场景中
排名第一，其余场景的常用支
付工具皆为第三方支付。

记者注意到，在 1.7万亿
的国人零钱中，有1.5万亿的
零钱处于闲置状态。《报告》
指出，零钱未被较好利用以
致闲置积累，造成大量的收
益浪费。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这
与国人缺乏零钱理财意识不
无关系。在不少用户看来，
小额资金不足以产生显著收

益。此外，不能高效地归集
零钱也在客观上推动了
这一结果的形成。

业内分析认为，闲置
资金的再利用促成零钱理
财的兴起，也为国人彻底改
变零钱观念构建了客观的应
用场景，而零钱理财也进一
步显示了第三方支付工具的
发展前景。 （法制晚报）

31个二线城市新房价格上涨

在经历了8月房价上涨刷新纪
录、9月楼市涨幅明显放缓后，10月
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据初
步测算，从环比看，10月4个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持平；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
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
大0.2个百分点。

10月份，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
有2个，与上月相同，最大降幅为
0.5%；上涨的13个，增加2个，最高
涨幅为2.5%。同比下降的城市有3
个，比上月增加 1 个，最大降幅为
1.0%；上涨的12个，与上月相同，最
高涨幅为13.3%。

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个热点城
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增速最快的为武汉（2.5%），其次是
成都为1.7%；北京、广州均仅上涨
0.2%；不过，10月深圳环比继续下
跌为0.5%，跌幅比上月扩大了0.3
个百分点；厦门9月环比还是持平，
10月环比却是下跌0.1%。

二手房方面，10月70大城市房
价中二手房价格出现了明显变
化。数据显示，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下降0.2%，下跌的城市有14个，降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上海和广州均下降0.2%，深圳
下降 0.6%，广州环比增幅从上涨
0.2%至下跌0.2%，厦门跌幅最大为
0.9%；不过成都依然保持上涨态
势，环比上涨0.5%。

未来下行压力将继续增大

唯品会连续 24个季度盈利

早报讯 近日，浙江证监局披露
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王利
坚因传播“证监会暂停新股IPO”的
虚假信息，被处以3万元罚款。

记者了解到，6月 19日 16：40
左右，王利坚在手机上看到微信朋
友圈有人发布“证监会暂停新股
IPO”的截图，于当日16:48使用注册
的“口水杭州”论坛用户“hzer”账
号在论坛子栏目“口水楼市”中发
布了题为“暂停新股 IPO了”的帖
子，内容包括“新股”和上述截图。
6月20日上午9：35左右，经提醒，
王利坚在其同事帮助下删除该帖
子。该帖子在“口水杭州”论坛发
布至删除期间，共有28个回复和
5029个查看。

上 述“ 证 监 会 将 暂 停 新 股

IPO”截图系一张伪造的证监会
官网截图，该截图显示“2018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临时会
议，决定从 2018 年 6 月 20 日起暂
停新股 IPO”。证监会官网下“新
闻 发 布 会 ”栏 目 内 容 ，并 没 有

“2018 年 6 月 19 日新闻发布会”
这一页面。

6月 19日下午,证监会新闻发
言人辟谣澄清“证监会召开临时会
议叫停IPO”为假消息，并表示该行
为严重干扰市场正常传播秩序，编
造虚假消息，应严肃处理。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证券法》，浙江证监局决定责令王
利坚改正，并处以3万元罚款。

（证券日报）

新建商品住宅

14城二手房价下跌

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0%，涨幅比上月回落0.1

个百分点
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 住 宅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1.1%，涨幅比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

15个热点城市

环比下降的有2个，最
大降幅为0.5%

环比上涨的有13个，增
加2个，最高涨幅为2.5%

二手房
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下降 0.2%，
下跌的城市有 14
个，降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

成都
新建商品房价

环比上涨1.7%
二手房房间环

比上涨0.5%

零钱哪来？社交红包

零钱去哪？九成闲置

国人零钱报告

零钱规模

1.7万亿元

主要来源

微信红包：62.4%

现金消费找零：56.3%

工资奖金收入：55.7%

主动充值：52.7%

零钱使用率：
全国每人每天平均3次，
一线城市每人每天3.6次

闲置零钱：

1.5万亿元

潜在收益
损失：

573.2亿元

传播IPO被暂停虚假信息 一网民收下3万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