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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楼市：
“ 免费送房”多为噱头，基本无人接盘
专家称，多数购房者不会冒着“信用破产”风险去断供，但个人“负资产”情况需警惕
价格持续下降，销量低位徘

部分房企现金流出现困难。记者采访某
大型房企在环京区域项目进展情况时，
一位负
责人表示，
单就环京区域项目资金会存在一定
困难，好在集团现金流较充裕，
能帮助环京区
域的项目渡过难关。记者走访发现，
环京区域
部分“五证齐全”
的房企，
因近年来销量惨淡导
致资金链出现问题，
项目成了烂尾楼。若楼市
持续低迷，可能还会有房企在资金方面压力
增大甚至破产。
环京多地相关部门称，对于区域内已
经建成的一些项目，引导房企与新入驻企
业通过“协议购房”
“内部购房”等形式，适
度降价帮助房企尽快实现资金回笼。对于
一些资金链断裂的企业，积极引导企业通
过股权转让等形式与其他房企进行合作，
共同完成项目开发建设。

徊，有的房源出现“资不抵债”情
况。有自媒体宣称环京楼市的房
子“免费送”。专家称这多是一种
噱头，如果房价跌幅超 30% ，对
于所谓的接手者来说，购置新房
的成本会更低
较为冷清的房地产市场和相
对严格的限购政策打消了地方政
府依靠土地财政“吃饭”的念头，
地方应更加珍惜自身区位优势发

依托产业促进房地产市场长

展相关产业

远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赵鸿宇
近来，互联网平台上出现了不少环京区域
“免费送房”的内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环京
的河北省三河市、涿州市、固安县等地走访发
现，这些环京楼市热点区域价格近4年来持续
下降，
销量低位徘徊，
有的房源出现“资不抵债”
情况，购房者宁愿把房子亏本“送人”也不愿继
续还贷，于是发布相关信息，
称接手人只需要承
担剩余贷款即可将房产免费赠送。
相关专家建议，近年来全国多地房价都出
现下滑，各地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
依托
产业促进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环京楼市近4年价格持续下降，
部分自媒体炒作
“送房”
近日，记者在有环京楼市“风向标”之称的
河北燕郊走访，发现不少房产中介租的门店已
经换成了其他商店，另有房产中介门前贴有
“转租”标识。
全国一知名地产中介在燕郊的置业顾问
夏洁说，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燕郊在当年上半年几乎没有从北京来的看
房客。前段时间河北廊坊与北京的通勤需要7
天内核酸阴性证明，来自北京的客源也很少。
“自严格限购政策以来，北京的客源是主
要目标人群，生意不好让不少房产中介选择了
离开。”夏洁说。

3 月 24 日，
河北固安一处正在建设的楼盘。
石家庄市民杜先生 2016 年 9 月看到环京楼
市“火热”，
曾到多地看房，
最终他选择了距离北
京更远一些的香河县购置了一套房产。
“房子在
2017 年初短暂升值，
但之后平均每半年每平方米
就降价 1000 多元。当时 190 多万元买的房子，
现在市值不到 140 万元，
首付基本跌没了。
”
河北涿州紧邻北京房山，在涿州从事 6 年
房产中介的郑丘说，目前涿州不少楼盘已经从
2017年3月时的每平方米2万多元，下降到了1
万元左右，但市场比较冷清，
去年他经手成交的
房源不超过20套，还多是本地人置换。乘坐高
铁25分钟左右可达北京西站的河北高碑店，高
铁附近的房价由2017年每平方米超过1万元下
降到目前的6500元。
房价持续下降让不少购房者感到焦虑。环
京某地的房管部门表示，近 2 年他们受理的投

受访者供图

诉比之前要增加不少，有的地产项目因降价
较多，购房者经常联合起来以房屋质量为由
要求退房，
甚至出现闹事的情况。
不仅如此，近期在互联网平台，
一些自媒
体宣称环京楼市的房子“免费送”，接手者只
需要继续帮他们偿还贷款。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马策在
2017年初于紧邻北京的河北大厂县购入一
套房产。他看到互联网上类似内容不少，也
跟风发了一下要“免费送房”的内容，
“房子目
前已经住着了，
主要是想宣泄一下情绪。
”

个人“负资产”情况需警惕，有
的房企现金流出现困难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玉梅说，互

联网上的“免费送房”多是一种噱头，接手
者需要继续承担贷款和贷款利息，如果房
价跌幅超过了30%，对于所谓的接手者来
说 ，购 置 新 房 的 成 本 会 更 低 ，没 有 任 何 实
惠，基本没有人“接盘”。
张玉梅分析，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是
环京楼市价格的高点，在这个时间段购房的
大部分投资客或刚需者，拿出的首付款都不
是小数字，多数有其他资产或稳定收入来源，
不会冒着信用“破产”的风险去断供，即使是
资金出现问题的，也会有一部分人选择降价
出售房产。
张玉梅认为，单从区域角度看，
出现系统
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不高，但目前全国多地房
地产市场稳中有降，高位购房者“负资产”情
况需警惕。

张玉梅分析，除唐山外，河北各地楼市
2020年价格都有所下调，北京的住房市场
也在回归理性，非热门地段楼市价格在下
降，环京楼市受周边区域影响较大，由于之
前价格上涨过快，出现价格下降实属正常。
中国区域经济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环
京地区不宜过度发展房地产行业，应巩固来
之不易的调控成果，更加主动承接京津地区
的产业转移，增加就业岗位，
用产业的发展带
动楼市的发展。在发展产业过程中，应依据
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
合理确定城市功能
定位，并依据其功能定位确定土地利用格局
乃至供地主导方向，防止无序竞争所引起的
重复建设。
有当地受访干部认为，较为冷清的房地
产市场和相对严格的限购政策，打消了地方
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吃饭”的念头，更加珍惜
自身区位优势发展相关产业。
一些区域已经做出了探索。与北京中心
城区直线距离仅45公里的香河县，在招商引
资中更注重“招商选资”和“务实招商”理念，
紧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大主攻方向，
通过建立机器人小镇，全产业链招商引资，
目
前正在加速形成有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距离北京西站高铁25分钟左右车程的
高碑店，也通过承接北京疏解的新发地批发
市场、京开五金批发市场等，
形成了当地新的
经济增长点。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疫苗耗材产能盲目扩张露苗头，警惕重蹈“口罩悲剧”
国内外新冠疫苗接种正逐步
推开，与此同时，疫苗注射器、玻
璃瓶等耗材市场需求量剧增，相
关企业紧急增资扩产，同时也有
不少行业外公司进军疫苗耗材生
产领域
短期急速扩张，供需形势可

除了普通注射器，管制注射剂瓶以及预
灌封注射器市场需求也快速上升，某疫苗玻
璃瓶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产量能力备受关
注，目前企业全力拉动产能，
所有预灌封注射
器全部用于国内疫苗生产企业。

能急转直下，专家呼吁相关部门
有序引导，遴选真正有实力的企
业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坚，扭转
部 分 原 材 料 、装 备 长 期 受 限 的

多位疫苗相关耗材企业负责人表示，目
前大量企业都在新增生产线、提高产能，也
有一些看好未来前景的新企业涌入该行业，
但已有诸多问题矛盾凸显亟须引起重视。
一是原材料及装备依赖进口，掣肘企业
扩产步伐。山东一大型注射器生产企业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司所生产的预灌封注射器所
需的生产装备、中硼硅玻璃管、注射针、护帽、
胶塞以及粘胶剂均依赖向德、美、法、爱尔兰
等国进口，
“目前原材料和设备供应全球都紧
张，国外企业也是优先供应本国，
导致给我们
供货周期加长，
风险增加。
”该负责人说。
二是盲目扩张露苗头，重复建设多、技
术攻坚少。疫情期间由于市场需求量增加，
企业都在扩产。业内人士提到，目前许多企
业都是重复建设，例如西林瓶国内的产能完
全足够应对当下的市场需求，但仍有企业继
续投产。
硼硅玻璃管原料供应企业德国肖特、康
宁都在国内建生产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
料供应不足的现象，国内有多家企业也建成
或刚投入，业内人士表示希望这些原料企业
能以高质量高标准的投入，对标进口原料质
量，沉下心来研究攻坚玻璃原料的核心技术
夯实自己，切忌在质量基础不稳定时就快速
扩张增产。
三是警惕产能过剩“劣币驱逐良币”。受
访业内专家表示，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以后，
市
场需求将回归正常，盲目新增产能或将成为
过剩产能。王海银提到，
由于一般规模的企业
很难获得国外许可，想出也出不去，
接不了国
外订单，导致更多企业涌向国内市场，
加剧了
国内相关产品的竞争。
郭春表示，
药品器械的集中采购是大势所

原材料、装备供不应求，盲目
扩张恐现
“劣币驱逐良币”

现状
本报记者黄筱、陈灏、闵尊涛
国内外新冠疫苗接种正逐步推开，据国
家 卫 健 委 3 月 2 4 日 发 布 的 数 据 ，截 至 3 月 2 3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疫苗8284.6万剂次。与
此同时，疫苗注射器、玻璃瓶等耗材市场需求
量剧增，相关企业紧急增资扩产，同时也有不
少行业外公司进军疫苗耗材生产领域。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目前部
分疫苗耗材及原材料供应紧张，但短期急速扩
张、一哄而上极易出现产能过剩，
市场供需形势
可能急转直下。
业内专家呼吁相关部门有序引导，遴选真
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坚，
扭转部分原材料、装备长期受限的现状。

新冠疫苗引爆商机，相关耗材企
业抓紧增资扩产
位于江西省进贤县的江西洪达医疗器
械集团有限公司，其普通疫苗用注射器组装
车间正抓紧生产，记者看到注射器的半成品
外 套、芯 杆、胶 塞、注 射 针 经 过 几 道 工 序 后 ，
一包成品注射器就组装好了。
据公司生产部经理王小珍介绍，目前公司
实行24小时倒班生产，全厂1毫升规格的普通
注射器产量每天超过120万支，主要用于新冠

3月8日，
康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洁净车间内，
员工排查注射器瑕疵。
疫苗的接种注射。
作为一家长期从事注射器生产的厂家，目
前洪达公司市场份额位居全国前列，现有8条
注射器生产线。
“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
求，从去年8月开始，我们就在积极扩产。今年
以来我们普通注射器产量增长了20%。”洪达公
司总经理王海银说。
“国内一般规模的企业每天生产20多万支
1毫升注射器，去年我们的产能是每天100多万
支，在满足市场供应方面调整得很快。”王海
银说。
据了解，疫情暴发前，
全国每年注射器产量
约260亿支，
其中1毫升注射器产量不足15%。随
着国内外新冠疫苗接种相继铺开，
1毫升疫苗用
普通注射器等规格产品需求量持续放大。
浙江省玉环市是国内注射器生产技术、
模具和自动化装备最为集中的地区。记者在
浙江康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看
到，出库区共2500箱、200万支1毫升注射器

本报记者黄筱摄

正在装车。
“这是一家美国企业委托我们代工的注
射器。”公司总经理郭春介绍，由于全球疫苗
接种计划的推进，公司从去年12月份至今获
得多份2000万至3000万支注射器的出口订
单，小容量注射器产能已处于满产状态，
而疫
情之前500万支的订购量则是大单。
为确保常用的1毫升疫苗注射器最大程
度节省稀缺疫苗，该公司快速通过技术调整，
将带可拆卸针的1毫升注射器的残留量有效
控制在0.035毫升以下，既方便医护人员操
作，
又达到了节省疫苗的目的。
康康医疗器械所属的万邦德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守明表示，为满足市场
需求，已加快集团新产业园的注射器生产线
建设，在2021年6月前后普通注射器产能将
从每月2000万支扩大到9500万支左右。
“从
整个行业来看，目前国内注射器生产企业保
国内供给没有问题。
”赵守明说。

趋，
在这种背景下产能过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企业开始打“价格战”，以低价进入集采目录，
产品质量好、研发投入高的企业产品反而可
能被排除在外，
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

“卡脖子”技术攻坚迫在眉睫，
警惕一哄而上重蹈
“口罩悲剧”
新冠疫苗大范围推广接种对相关耗材企
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不断增长的
市场需求，企业不计成本投入大量资源扩产，
但市场稳定后过剩产能则会影响行业健康发
展，可能重蹈2020年上半年口罩价格断崖式
下跌、企业损失惨重的“悲剧”。多位受访人士
表示应引导企业各有侧重、有序竞争。
业内人士介绍，
由于新冠疫苗对安全性、
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疫苗企业都倾向选用
预灌封注射器。疫情之前，
预灌封注射器在国
内市场的需求并不大，但疫情后全球主要预
灌封注射器生产企业之一美国BD公司停止
向中国供货，
这才导致中国市场供应紧张。
多位受访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遴选
研发能力强的企业攻坚“卡脖子”技术。国外
企业在各自领域大多是有数十年或上百年的
发展历史，国产化替代并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
此国家更应该精准化匹配，把有限的资源集
中到最有机会突破的企业或者机构。
据了解，短期国内预灌封注射器无法满
足需求。目前山东威高、宁波正力等龙头企业
已布局扩产，
但扩产需要一定周期。相比较而
言，管制西林瓶供应充足。在此期间，可优先
使用管制西林瓶，等待预灌封注射器供应能
力跟上时再进行替换。同时，
对相关企业在审
批、融资等方面出台惠企政策。为减轻疫苗企
业的生产和分包装负担，也可以考虑多人份
包装形式。
赵守明表示，疫情对疫苗耗材行业将是
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企业应改变单纯依靠
低层次的价格竞争来获得市场的发展方式，
应通过提质增效，降低生产成本、管理成本
方式实现规模经营，同时树立品牌意识，把
自身做大做强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话
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