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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 70 城房价出炉，热
点城市明显降温，三线城
市热度依然不减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降幅前十城市
城市

降幅

三亚
泉州
海口
南京
福州
上海
合肥
天津
成都
深圳

1.2%
0.4%
0.4%
0.3%
0.2%
0.2%
0.1%
0.1%
0%
0%

◎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连续 7 个月回落
4 月份比 3 月份
回落 2.8 个百分点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连续 5 个月回落
4 月份比 3 月份
回落 1 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
4 月份比 3 月份
扩大 0.4 个百分点

房价降了

三亚环比降 1.2% 海口环比降 0.4%
据新华社电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 年 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
示，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热点城市楼市的成交行情受到显著影响，房价
涨幅明显回落。但三线城市由于政策总体宽松，
房价依然保持上涨态势。

8 个城市房价较上月下降

部分二三线城市涨幅较大

与 3 月相比，4 月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58 个，比上个月少 4 个；下降的
城市有 8 个，与上个月持平。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
增幅为唐山的 2.3%，
最大跌幅为三亚的 1.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
从环比看，4 月份 70 个城市中有 23 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比 3 月份增加 13 个；7 个
城市由上月上涨转为持平或下降；3 个城市房价降幅
扩大。

15 个城市同比涨幅明显降温

◎二线城市

财经·中国

同比方面，4 月份 70 个城市中有 30 个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比 3 月份增加 6 个，
回落城市中 23 个为一二线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前期“高烧”的一二线城市房价
涨幅明显降温，涨幅基本退至 1%以内。据国家统计
局监测，15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价格涨幅均
比上月回落，回落幅度在 0.7 至 7.4 个百分点之
间。环比方面，9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
降或持平，5 个城市涨幅回落，回落幅度在
0.2 至 1.1 个百分点之间。如南京、上海、福
州、天津、合肥等前期领涨的城市环比房价
开始下调。

虽然热点城市正逐渐降温，但部分二三线城市
房价上涨幅度依然较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房
价环比涨幅位居前列的城市基本均为三线城市，如
安徽蚌埠、湖北宜昌、广西北海等。不少三四线城市
的销售面积同比上升了 25%，其中相当数量的三四
线城市楼市销售增速甚至远高于 25%。
为何当前房价领涨的城市基本为之前的涨幅
“洼地”？易居中国企业集团 CEO 丁祖昱表示，
“在
一二线城市出台或升级了如限购、限贷、限售、限价
等楼市调控措施后，中国楼市产生了城市转移效应，
需求外溢使得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交易开始活
跃起来。
”

二季度成交将持续降温
专家认为，2017 年各地楼市的调控政策力度可
谓范围最广、密度最大。除一二线热点城市调控再
升级外，周边及热点三四线城市也纷纷出台联动政
策。截至 5 月，共有 60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超过 30 个
区县出台或升级楼市调控政策，累计发布调控政策
超过 160 余次。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4 月全国楼市从量价高位被
抑制，二季度市场将持续退烧，预计在往年淡季 7-8
月市场降温更趋明显。

沪指昨震荡下挫，两
市逾 2100 股飘绿

外围下跌
拖累 A 股

昨日，沪指失守 3100 点，深指跌
破万点大关。两市昨日共成交 4000
亿元，
超过 2100 只个股飘绿。
昨日早盘，受美国三大股指大幅
下挫影响，沪深两市大幅低开。盘初
板块尽墨，两市仅黄金股飘红。开盘
后市场热点逐渐复苏，，助力沪指逐渐
上行。但是好景不长，指数很快回落，
3100 点得而复失。午后开盘，雄安新
区板块集体跳水，沪指回踩早盘低点，
临近尾盘稍有企稳。
截 至 收 盘 ，上 证 综 指 报 收 于
3104.14 点 ，下 跌 14.30 点 ，跌 幅 为
0.46%；深证成指报收 9974.35 点，下
跌 55.76 点，跌幅为 0.56%；创业板指
数 报 收 1822.64 点 ，上 涨 9.31 点 ，跌
幅为 0.50%。
盘面上，石油、天然气等少数板块
领涨，银行、雄安新区板块遭到重挫，
建筑材料、网络安全、水利、电子制造
等板块跌幅居前。
沪深两市个股多数飘绿，两市仅
811 只交易品种上涨，2175 只交易品
种下跌。不计算 ST 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 35 只个股涨停。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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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武直 19-E 成功首飞
系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出口型武装直升机

旋翼直径：12.01 米

新机特点：
驾驶室玻璃：驾驶室玻璃变成了平面玻璃，取代了
之前的曲面玻璃
抗摔：该机型按适坠性要求、损伤容限对主体结构
设计进行改进，
满足抗弹击、
自密封的适坠性要求
内部布局：
换装纵列（串座）式窄机身驾驶舱布局
其他：起落架为后三点不可收放式设计，两侧采用
短翼

米米
4.01

最大飞行速度：
305km/h
最大航程：
800 千米

18 日，
直-19
19E
E 在哈尔滨首飞 新华社发

乘员：2 人

机高

性能数据:

气动布局：单旋翼

座舱布局：
1 名驾驶员+1 名武装操作员

技术参数

机长：
机长
：12 米

据新华社电 18 日上午，由中国航空
工业哈飞自主研制的直-19E 出口型武装
直升机在哈尔滨成功首飞，这是我国针对
国际市场需求打造的首款出口专用型武装
直升机。
直-19E 是具有多机空地信息化协同，
连续、快速攻击多目标能力的外贸型武装
直升机，可在全天候、复杂战场环境和野战
保障条件下执行对地攻击、对地火力支援
和对空作战等多种任务。
直-19E 采用单旋翼、涵道尾桨，窄机

发动机数量：
双发
空重：
2350 千克
发动机：
两台涡轴 8C 涡轮引擎
最大起重重量：
4250 千克

身构型、串列式座舱布局和后三点不可收
放式起落架形式，配备了小型化、综合化的
航电武器系统。其空机重量较小，最大起
飞重量 4250 千克，有效任务载荷大，在巡
航速度、爬升率、使用升限和航程等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
“直-19E 在设计之初就参考了国际先
进机型的成熟经验，并进行了适合国际市
场需求的改进，在适应性、维护性和可靠性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国航空工业哈飞
董事长张继超说。

武器装备：
红箭-8/9/10 导弹
天燕-90 导弹
23 毫米机炮

张继超表示，直-19E 首飞后还将不断
完善和改进，使其成为中国航空装备出口
的主打品牌，不断提升中国航空产品的国
际影响力。
据悉，由于装备了数字式自动飞行控
制系统，直-19E 的驾驶精确性和安全性也
较突出，完备的生存力体系则大幅提高其
战场生存能力。与国外同级别武装直升机
相比，它具有体积小、灵活度高等特点，良
好的机动性和卓越作战性能使其在国际军
贸领域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