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一二线城市地价飙涨，不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土地市场“高烧不
退”，以南京、苏州、合肥、厦门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更是“地王”频出。“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地王”的楼面价已超过区域房价，不少房企不惜透支全年利润甚至负债累累疯狂

抢地，高杠杆、高负债拿地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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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高亢 刘硕 郭靖宇

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衡量信息社会
报告（2015）》显示，我国手机上网价格
排名 19 位 （共 183 位，越靠前越便宜），
较美国 （68 位） 及日本 （53 位） 靠前；
2016年2月，移动网络服务分析公司“公
开信号”发布的全球移动网络报告显示，
世界4G网速排名中，中国以14Mbps位列
全球第31位，高于日本12Mbps、俄罗斯
和美国的10Mbps。

从官方和运营商发布的数据，到我国
在国际上各种排名，看着都不错，可消费
者为何感受不明显？

电信专家分析，首先，降费程度没有
达到大家的期望，市场竞争不充分，个别
服务和资费仍偏高；部分业务存在明显不
合理和霸王条款之嫌，服务的限制过多，
解释和提醒不到位，让消费者钱花的“不
痛快”，人们自然对运营商“提速降费”
的诚意打了个问号。

消费者对于降费感觉不明显的另一原
因是，我国用户使用移动流量近年来呈现
爆发式增长，在单价降低的同时通信资费
的总体支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中国电
信数据显示，资费的下降带来月户均流量
的快速增长，由2010 年的100MB增长到
2015 年的 386MB，户均流量消费支出由
2010 年的 40 元／月下降到 2015 年的 31.7
元／月，变化并不大。

据《2015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显
示，2015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
费达41.87亿G，同比增长103％，比上年
提高40.1％。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达到389.3M，同比增长89.9％。手机上网
流量达到37.59亿G，同比增长109.9％。

不难看出，移动网络接入流量和用户
月均接入流量的攀升，恰恰达成了提速降
费“薄利多销”的目的，公众已开始越来
越习惯使用手机上网、刷微信、玩网游甚
至是频繁观看视频，这都是流量消耗暴增
的原因和提速降费的成果。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认为，提速降费
还存不少痛点：我国固网宽带的门槛依然

偏高，普惠群体覆盖有待提高，尤其是低
端用户；套餐繁琐，虽然 2015 年新套餐
部分降价了，但绝大多数老套餐资费没有
变化；国内漫游费、长途费标准资费尚
存，虽然工信部、发改委下文说自由定
价，但运营商并无针对老用户进行降价。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马源建议，提速还需基础企业加
大投资，加快光改进程，进一步提升网络
速率，也需相关部门协调各方配合扩容；
降费仍需引入竞争，扩大开放市场，增强
活力，同时加强行业监管，推动企业简化
套餐，明码标价，提升服务水平，让用户
明明白白消费。

闻库认为，提速降费好比一个刚出生
的孩子，人们期望很高，恨不得孩子一下
就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儿。然而，提速降费
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且意义深远
的工作。“随着中国电信和联通的4G基站
建设增速加快，将加剧电信市场竞争，今
年资费还会下降。”闻库说。

“提速”请让我感到 “降费”请让我看到

我国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一年，资
费降了多少？网速又提了多少？面对运
营商的成绩单和官方的数据，消费者
说：“提速”请让我感到，“降费”请让我
看到。

“失聪” 新华社发

1 资费降了多少？

近日，三大运营商秀出提速降费成绩
单：截至2015 年底，中国移动全年手机上
网资费较2014年下降43％；中国电信流量
平均资费同比下降 31％，有线宽带单位带
宽价格下降58.8％；中国联通移动数据流量
综合单价降27.0％，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平均
单价下降49.6％。

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2015
年三大运营商因提速降费少收了400亿元，
按照13亿用户计算，去年我国平均每人每
月省2.6元。

尽管工信部肯定了运营商的工作，但大
家最关心的是，这些光鲜的下降比例是怎么
算出来的？

先“科普”一下，我国推行的降费是指
降低流量基础单位平均资费，简单来说就是
降低每 1MB 的移动流量或每 1Mbps 的宽带
单价，而非直接降低我们通信套餐总体支出
费用。

然后再给中国电信算笔账：以移动流量
为例，流量平均资费＝全年流量总收入／全
年总流量，中国电信去年全年流量总收入为
478亿元，除以全年总流量55.5万TB，得出
流量平均资费为0.082元。这每MB0.082元
的流量平均资费比2014年的0.119元降低了
31.6％。而2010年中国电信流量平均资费为
每MB0.4元，是2015年0.082元的近5倍。

据通信专家介绍，我国运营商基本都按
照此方式计算流量平均单价，固定宽带平均
基础资费基本也采用类似的方式计算。

2 网络覆盖和网速提高了多少？

四川省北川县安昌镇双福村位于大山深
处，海拔 1700 米。据村委书记何永发介绍，
以前村民看电视只能用简易的卫星锅盖，电视
经常满屏幕雪花，自从去年中国移动在村里通
了光纤，村里268户基本都办理了业务，送高
清iptv盒子，政府补贴46％的费用后，每户居
民只需交 50 多元即可使用 3 个手机号码共享
2GB流量和20Mbps光纤宽带。

成都市民梁冷是四川电信首批 1000 兆宽
带的体验用户，使用光纤高清视频通话已成为
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该小区的宽带实测峰值
可达858Mbps，下载一部1.6GB的高清电影仅
需半分钟。

闻库告诉记者，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固
定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已超过20Mbps，是
2013年初的4倍多。全国光纤覆盖家庭已超一
半，在天津、四川、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地
区建成了全光省，其中四川电信用户平均接入
速率已超61Mbps。

据介绍，截至 2015 年底，我国接入网光
缆新建长度达276万公里，同比增长近三成，

光纤长度够围地球赤道绕69圈。
然而，家住北京北四环亚运村汇园公寓的

王女士，多年来一心期盼光纤宽带可以入户，
直到目前仍被告知由于小区未覆盖光纤，无法
升级带宽，只能用ADSL拨号上网，网速与10
年前没有任何改变。

“老旧小区光纤改造工作虽然稳中有进，
但依然是光改的巨大困难之一，严重影响用户
体验。”闻库坦言。

“签约带宽和实际可用带宽的差异也会影
响用户体验。”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
准研究所副所长熬立介绍，电信企业与用户签
约的是接入速率，但用户实际可用下载速率将
受到城域网、网间互联互通、国际出入口、网站
服务器等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签约理论速率。

中国宽带发展联盟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上半年，我国实测用户可用固定宽带平均下
载速率为 2.93Mbps，到 2015 年，尤其在提速
降费实施后，宽带速率开始呈现大幅度提升，
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用户可用宽带平均下
载速率从4.25提升至9.46Mbps。

3 消费者为何感觉不明显？

成绩单成绩单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开发商拿地的钱从哪来？记者调查发现，
疯狂拿地背后既有资本市场输血的“功劳”，
也有低成本投资资金的帮助。刚刚在北京昌平
豪掷62亿元拿地的招商蛇口，去年吸收合并
招商地产上市，募集资金118亿元，基本上全
部投入公司的房地产项目；旭辉财报显示，
2016年1月，该公司完成境内私募债发行人民
币20亿元，利率不足5％；泰禾集团去年以57
亿元连夺深圳两宗地块，刷新当年全国单价

“地王”纪录，财报显示，其公司资产负债率
达到79.85％。

在房地产企业利用金融市场不断加杠杆拿
地的背后，是整个行业负债的攀升。中国指数
研究院数据显示，2015 年百强企业资产负债
率继续上行，均值达到 75.4％，较 2014 年上
升1.5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担心，房企高负债、高杠杆存在
违约隐患。“一家房企旗下的一个项目出问

题，可能会出现连锁反应，很多金融机构要求
提前兑付将导致多家房企资金链断裂。”

土地市场“疯狂盛宴”背后，是房地产开
发商加杠杆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互相支撑。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认为，一些
地方政府提高基准地价，有的涨幅超过一倍，
这说明其并未摆脱土地财政依赖，依然坐享土
地增值收益。

上海财大教授陈杰认为，目前不少地方债
务都依赖卖地收入来偿还，而土地也大多抵押
给银行。一旦土地市场遇冷，政府卖地收入将
大幅下降，土地抵押的债务将出现坏账风险。

“‘地王’集中出现，将加剧地方的土地
依赖症，放大财政风险。”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副会长胡志刚建议，热点城市要把握土地供应
节奏，合理调节土地价格，稳定房企长远预
期，避免频现“地王”。 （据新华社）

一块地透支全年利润 开发商坐庄互相解套
——部分一二线城市“地王”调查

二线城市地价同比暴涨180％，“面粉比面包贵”频现

3月25日“沪九条”出台后的上海首场
土地拍卖会，一口气拍出三个区域“地王”。
这场拍卖会总成交金额近80亿元、溢价率
均超过100％。其中，上海远郊的泗泾拍出

“双子地王”，每平方米近4万元的楼面价，
几乎是半年前该区域地价的2倍。

不过，二线城市土地市场热度很快超
过一线城市。上海首场土地拍卖会结束后
仅 2 天，南京就刷新该市总价和单价“地
王”纪录。南京新科单价“地王”以高达4.5
万元／平方米的楼面价超过上海商品房成
交均价。而5年前，该区域楼面价仅4752元
／平方米，也就是说，地价5年大涨8.5倍，
增幅甚至超过一线城市。

近期，多个二线城市土地市场“高温”。
今年前4个月，南京成交的15幅含住宅地

块中，拍出7个区域“地王”；4月上旬，苏州
拍卖的13幅地块创下平均高达200％溢价
率，刷新了3个区的“地王”纪录；合肥4月
底出让6宗地块，单日揽金超过110亿元，
最高楼面价溢价率 292.11％；厦门总价和
单价双料“地王”也在4月底产生。

据世邦魏理仕监测，与以往高总价的
“地王”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不同的是，南
京、苏州、合肥、厦门等二线城市近期均“地
王”频现。机构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二线
城市土地出让金突破1100亿元，占全国土
地总成交额的7成，同比上升280％；二线
城市的成交楼面均价同比暴涨180％。

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一线和热点
二线城市都出现“面粉比面包还贵”的现
象，即成交地块楼面价高于周边在售的商

品房价格。记者走访上海泗泾“新科地王”
周边5个在售项目发现，其销售单价范围
在2.4万元－3.1万元，远低于近4万元的楼
面价。苏州最近拍出的地块楼面价大部分
已反超区域销售均价，其中金辉竞得的相
城区地块楼面价更超出区域售价60％；保
利拿下的厦门地王楼面价也是区域平均房
价的1.6倍。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在一
线城市门槛渐高以及“沪九条”“深六条”等
政策的压力之下，资金出现溢出效应，开发
商开始争先布局热点二线城市。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近期南京、苏州
等二线城市‘地王’频现，地价甚至超过周
围在售房价，这说明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风险正在明显增加。”

一块地透支全年利润，开发商负债抢地赌“明天”

记者翻阅年报发现，本轮拿到“地王”
的房企，几乎都是不惜透支半年以上甚至
负债累累去豪赌房地产的“明天”。

刚刚以 30 亿元拿下泗泾地王的融创
中国，其2015年全年净利润仅有33亿元。
拍下苏州最高溢价率318.86％地块的景瑞
地产，近日再度拍下杭州一幅土地，一个月
内景瑞在土地的并购扩张上投资近 40 亿
元，几近 2015 年全年销售额的一半。且该
房企连续两年亏损，负债率高达135％。

开发商近期为何在一二线城市疯狂抢
地？

——“不缺钱，缺项目”。旭辉集团总裁
林峰透露，以前开发商高度依赖银行的开
发贷款，如今融资工具更加多元化，甚至有
很多机构主动找上门要求提供贷款，且贷

款利率极低。去年旭辉首发的境内公司债
利率不足 5％，远低于银行贷款，“房企现
在不缺钱，缺的是项目”。

——房地产成资金“避风港”。仲量联
行调查发现，近几年，一些二线城市低端制
造业外迁，大量产业资本出于保值增值的
目的涌入楼市，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为财富
避风港。“实体产业下滑和房地产上涨之间
的反差特别大。”

东莞一家电子元器件企业老板告诉记
者，从去年开始，公司经营压力增大、资金
经常周转不开，他索性缩减规模，将部分资
金投资深圳房产；今年深圳收紧限购后，他
又将资金转投至惠州、珠海等城市。

——开发商互相坐庄解套。业内人士
认为，开发商轮流坐庄、通过制造新“地王”

解套旧“地王”也是造成地价节节上涨的重
要原因。上海泗泾地王诞生后，最亢奋的莫
过于在周边有在售项目的开发商。厦门国
贸、龙湖、金地等房企纷纷以“地王”为噱头
促销提价。

除开发商相互“抬轿”外，开发商偶尔
也“自己坐庄”。去年，华润华发联合体、阳
光城集团均在上海先后两次刷新自己创造
的区域“地王”纪录。

同策咨询研究总监张宏伟认为，在同
一区域接连拿地、刷新楼面价纪录是房企
降低拿地风险的“好办法”。“土地本身的增
值及房价的上涨均为‘地王’后面几批房源
的入市销售盈利奠定了基础。”一位开发商
表示，“只有拿不到的地，没有解不了的
套”。

高杠杆拿地存隐患，土地财政依赖亟待改变

“倒挂”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