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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幼年期的日记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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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理论界提出了住房商品化!

土地产权等观点"为中国房产的萌芽状态#

!%"$&

年
"

月北京市住房统建办公
室率先挂牌" 成立了北京市城市开发总公
司"拉开了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序幕$

!!"$'

年国务院在四个城市进行售
房试点

!!"$(

年在广东%重庆开始征收土地
使用费

!%"$)

年至
%""%

年是中国房地产
市场的起步阶段

!%"$)

年
%%

月
'*

日" 深圳市政府
首次公开招标出让住房用地

!%""&

年上海市房改方案出台"开始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

年开始" 国务院先后批复了
+(

个省市的房改总体方案

房地产成长期的日记摘抄

!%""'

年房改全面启动"住房公积金

制度全面推行
!%"",

年 &安居工程' 开始启动"

%""+

年后"房地产业急剧快速增长"月投
资最高增幅曾高达

%(*-".

$ 房地产市场
在局部地区一度呈现混乱局面" 在个别地
区出现较为明显的地产泡沫$

!%"",

年底宏观经济调控后"房地产
投资增长率普遍大幅回落" 房地产市场在
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开始复苏$

房地产成熟期的日记摘抄

!%""$

年以后"随着住房实物分配制
度的取消和按揭政策的实施" 房地产投资
进入平稳高速发展时期" 房地产业成为经
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

年以来" 房屋价格持续上扬"

大部分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明显$ 随之
而来出台了多项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
策$

现在呢( 房地产市场是否进入了衰退
期(这个过于宏观的答案没有人能给出"却
能从)郑州

/

家报告*的指数变化中一窥

端倪$

情感指数的一路下降
从

0

月份开始做)郑州
/

家报告*"从
以往只从开发商角度的&歌功颂德'转而试
图为供需双方搭建一个忠实于&原作'的平
台$短短

)

个月的时间"开发商和消费者的
心理经受了剧烈的变革$

)郑州
/

家报告*的足迹始于&绿都
城'"这个位于郑州老城区"见证了纺织行
业荣辱兴衰的区域"因了地产行业的加入"

再次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那里的销售气氛
浓烈一如正要迈入夏季的天气" 正在开发
的&杨树林'项目焕发着勃勃生机"工地上
的工人丝毫没有因热气逐渐涌上地面而有
丝毫的退却" 反而热火朝天地施工! 赶进
度$售楼人员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和
有三分自得的骄傲$看房的人络绎不绝"跃
跃欲试的脸上是生怕好东西被人抢先一步
的着急$ 迈步在一期!二期的小区内"家家
户户传出的是装修的&砰砰声'"保安的尽
忠职守中有着不容拒绝的坚定$这一切"似
乎都在传递一个信息+买房子吧"过了这个
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随后而来的&华林都市'"听到最多的
也是 &幸亏我们当机立断地买下了这里的
房子"现在的房价涨了一倍还多$'&马上四
期要开盘了"赶快买吧$不然价格不知道要
涨到什么地步$ '这样的话"不仅表现了人
们对于居住的满足" 更大程度上也是对自
己出手买房子的一种肯定$ 多数人在这样
的&诱惑'下蠢蠢欲动"几乎是迫不及待地
就要出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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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带来的是悲痛"却带
不走人们看房的热情" 即使这房子的位
置在龙湖$ 不是周末"一个小时一趟的看
房车上转瞬之间就坐满了人$ 景色的秀
丽和依山傍水的建筑换来的是人们脸上
的懊恼"&位置最佳的一期房源已经全部
卖光了"想要的话"可以考虑三期$ '望着
那离湖面远远的在建三期工程" 总有人
不甘心地打起了&二手房'的主意$ 可惜"

无人愿意在那个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出手 "总觉得 &捂 '在手中越久 "就越是
&香饽饽'$

进入
*

月"&中凯,华府' 以均价
)&&&

多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开盘" 着实挑战一把
郑州人的神经"就连前去&踩盘'的记者也
深感不可思议"仅仅依靠&香樟树'的噱头
和还算优越的地理位置"

)&&&

多元的价格
就这么横空出世了$不相信现实吧"售楼人
员手中的售房记录又确实传递着 &剩余房
源不多'的信号$ 都说是&七月流火'"可是
郑州的房地产市场在

*

月就已经是鲜花着

锦!烈火烹油了$

什么时候嗅到了&降价'的信号呢( 具
体日期真是无法确定" 只记得在

)

月份推
出的)郑州婚房报告*中"郑州市长城房屋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申仕禄曾经大手
一挥"允诺只要是)今日消费*的读者前去
购房"就给予四个点的优惠$时间走到了岁
末"这才骤然发现"申仕禄的允诺在当时可
谓是&先见之明'$ 此后的郑州房地产市场
就开始了羞答答的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暗降'"有购房送礼包的"例如琥珀名城-

有老带新的" 例如主语城- 有买房送暖气
的"例如景园-还有定制房价的"例如金门
国际$ 只是"所有的变相降价"收到的是不
如预期的效果" 相反" 刺激的不是消费欲
望"而是犹疑态度$ 消费者在这一瞬间"从
原来的迫不及待"到理智观望"再到捂紧口
袋"其间经历"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进
入

%%

月"终于有人问"&某某楼盘到底能不
能买啊( '&房子不会成烂尾楼吧( '终于一
语成谶"&思达系' 的断供风波在年末轰轰
烈烈地上演了$

安心指数被提上日程
在)郑州

/

家报告*开始之初"&安心
指数'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关于&预售许可
证'的问题没有被提及"众所周知的一个事
实是"拿到预售许可证的前提是土地证!规
划许可证等证件的齐全$ 一个有预售许可
证的楼盘其含意不言而喻" 代表着房产证
能较为顺利地到手$

直到时间走到七月份"&预售许可证'

五个字被热心读者提出"他们说"由于之前
的经验不足"许多朋友买了没有&预售许可
证'的房子"结果是承诺的房产证迟迟到不
了手中"最重要的是求诉无门$于是"&安心
指数'被提上了日程"在每次)郑州

/

家报
告*中"总会刻意地关注预售许可证的办理
情况"以及可以查询的证件号码"力求使每
一个看到)郑州

/

家报告*的读者都能买
到安全而放心的房子$

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 通常开发有
多处楼盘的开发商" 都会在销售之初办理
好预售许可证" 而涉及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楼盘" 往往没有预售许可证" 例如中原新
城$直到再次采访到申仕禄"这个谜团才得
到解决" 原来城中村改造工程涉及方方面
面的问题" 许多投建的项目由于相关政策
的不到位和审批手续的繁琐" 造成了预售
许可证办理的滞后" 进而影响到业主房产
证的发放$

不得不说的是" 读者提到 &预售许可
证'的时间居然与嗅到&降价'信号的时间
不谋而合$

岁末!例行的盘点" 只是!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这次盘点夹杂了些许的迷茫" 偶然看

到一个朋友的博客!他把签名改成了#寻找人生的意义$!的确!我们的发展模式!生活方式以

及世界观是整个#大社会$的基础!现在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因为金融危机而变得很脆弱% 世

界的畅销书作者们发现!人们现在又重新开始关注哲学这个古老的话题!处于惊慌中的世人

开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 其实!任何问题的产生!都不是一时一日之间的&骤

变$!而是在最蛮荒的阶段就埋下了&伏笔$% 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好重温了一遍'中国问题报

告(系列丛书中的'现代化的陷阱(% 在书的#导论$中!作者写了这么一段话)#知耻者而为勇!

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 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改革进入*深

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

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

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

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如今读来!这段话字字惊心!只是身处其中的人

们只顾着享受&诸神的狂欢$!却忘记了&陷阱$早已静悄悄地开始了布局% 持续了将近一年的

悬念和供需双方的博弈!因为&思达系$事件!终于把&断供$这个词头一次摆在了郑州市民的

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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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一位河南商界大腕出手大方!以近
"

亿元的高价拿下河南农科院
!#$

余亩土

地!登上郑州-地王.宝座,

!

年后的
%$$&

年
'(

月
%)

日!他似乎依然很大方!但更多的是无

奈/001零价格.把这一名为&蓝堡湾$的超大地产项目给1卖.了2当然!他同时甩出去的!还有

%$

多亿元的巨额债务!和数百名债权人的纠缠, $

300摘自'南方周末('&思达系$崩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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