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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全上海190余家驾校开始实行新版

《上海市机动车驾驶员驾驶培训合同》。新《合同》

对原先在驾培行业中比较含糊的收费环节作出了

明确规定。业内人士表示，新《合同》堵住了驾校创

收渠道，随着培训成本逐年上升，未来驾校培训费

用整体将呈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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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全国房地产销售整体回落，东

部地区房产销售滑坡尤为显著。日

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8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4987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 8.3%。其中，东部地

区商品房销售面积3048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15%。

数据显示，1-8月，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58975亿元，同比增长13.2%，

增速比1-7月回落0.5个百分点。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房地产

投资最为“火热”，不过整体投资速

度有所减缓。1-8月，东部地区房地

产开发投资 33525 亿元，同比增长

13.6%，增速比1-7月回落0.5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投资 12289 亿元，同比

增长10.6%，增速回落1个百分点；西

部地区投资 13160 亿元，同比增长

14.4%，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全国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施工面积依旧处于上升态

势，为 65295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5%，增速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施工面积465243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8.3%。

值得注意的是，1-8 月，全国商

品房销售面积64987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8.3%，降幅比 1-7月扩大 0.7个

百分点，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0%。其

中，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3048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5%，销售额

24128亿元，同比下降15.5%。

截至8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

积 56160 万平方米，比 7 月末增加

9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

增加590万平方米。

而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到位

状况来看，1-8月开发企业整体到位

情况良好。数据显示，1-8月房地产

开发企业到位资金79062亿元，同比

增长 2.7%，增速比 1-7月回落 0.5个

百分点。

对此，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有关

负责人郭同欣表示，8 月，房地产市

场继续调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

售金额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了房地

产投资和相关投资品生产增长。

1-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长 13.2%，比 1-7 月回落 0.5 个百分

点。8月，钢材产量同比增长 2.4%，

比 7月回落 1.3个百分点；水泥产量

增长 3.0%，回落 0.5 个百分点；平板

玻璃产量下降 3.8% ，7 月为增长

1.8%。

房地产市场调整也间接影响了

相关消费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8
月，家用洗衣机产量同比下降 7.5%，

7月为增长6.2%；彩色电视机产量增

长 3.0%，比 7月回落 11.2个百分点。

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整的累积效应进

一步显现，对相关领域生产、投资和

消费的影响将加大。

沪驾校培训费破万元属假消息
收费在9000元左右 未大幅上涨

全国房地产销售整体回落 投资速度减缓

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15%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记者从平安好房获悉，平

安好房此前推出的国内首单海外房

产众筹项目于 9月 12日正式收官，共

有 5000 多位消费者认筹，总认筹金

额超过 100万美元。

据平安好房的统计显示，此次海

外房产众筹的 5800多位认筹者来自

全国32个城市及地区，其中8.7%的参

与者一次性购买了10份众筹份额。

记者了解到，平安好房共为众筹

者提供三项位于美国的房产，分别是

纽约曼哈顿高级公寓、南卡莱罗纳州

学生公寓以及佛州李郡的海景公

寓。投资者无论选择哪一个项目，最

终均能获得预估年化 4%-5%的租金

收益，此外，1-2年后，认筹者出售房

产，还能获得20%左右的价差收益。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平安好房

的海外房产众筹虽然存在投资风险，

但由于投资的标的很小，每人众筹份

额也不多，再加上平安的金融背景，

风险可控。而平安好房能在这么短

时间内实现众筹目标，和其背后依托

的平安集团背书分不开。

不过，对于平安好房来说，众筹项

目收官只是第一步。平安好房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平安好房将通过

网络投票选取认筹项目，并对众筹项

目的物业管理实行公司全程监控。

据悉，目前平安好房第二轮海外

房产众筹项目已经在筹划中，最快将

于明年年初上线。

平安好房
海外房产众筹高人气收官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eBay 集团日前发布《商务

3.0：让中国企业扬帆远航》报告，

数据显示，eBay中国商业卖家的

平均出口目的地市场高达 63个，

远高于全球 eBay 卖家出口至 19
个国家的平均数,在全球 eBay 卖

家中居于首位。

eBay在报告中指出，传统贸

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通常由少数

大型企业主导。在多数国家，

90%的出口贸易由占5%的大型出

口商完成。但电子商务使得跨境

贸易变得简单易行，全球贸易不

再是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参与的复

杂经济活动，而正在变成每个企

业甚至个人都可以从事的日常商

务活动。譬如，在 eBay全球平台

上，97%的商业卖家均从事出口

活动，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进行

外贸活动的准入门槛。

在跨境电商贸易中，中国卖家

的获益显然是丰厚的。数字显示，

eBay中国商业卖家平均出口到63
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居首位。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整个电商

行业的热点，上海作为首批国家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

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平台

“跨境通”在去年底上线。亚马逊

和 1号店均宣布将跨境电商方案

落地，“跨境通”目前上线商家已

达32家。

eBay中国商业卖家
出口国家数量全球第一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 前 ，全 球 时 装 零 售 商

H&M 电商平台正式上线，未来

其网上商城所售商品将与实体

门店同步。除此以外，H&M 网

上商店还将全年不定期地为中

国顾客带来网店专属的时尚单

品。

记者了解到，H&M 网上商

店售卖的商品将涵盖H&M在中

国大陆地区的所有产品类别，与

实体门店同步发售各类服装及

配饰，包括女装、男装、青少年装

和童装等。目前，网上商城推出

注册即享受 7.5折优惠以及包邮

等优惠活动。

H&M大中华及东南亚区有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H&M而言，

推出线上购物平台是H&M布局

多渠道销售战略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未来，中国顾客将在24小

时内随时购买相关产品。

近年来，在服装行业普遍不

景气的中国市场，H&M 仍保持

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根据 H&M 此前公布的数

据，截至 5 月 31 日，集团不含税

销售总计约57亿美元，较去年同

期的47亿美元上涨19.6%。截至

今年第二季度末，H&M 集团在

全球范围内共拥有3285家门店，

比去年同期增长 300 余家。其

中，中国已成为 H&M 重点培育

的市场，去年中国新开门店 50
家。

据悉，自2007年进入中国以

来，H&M已在大陆拥有约200家

门店，其中包括上海 20家、北京

20家，广东25家。

H&M上线
电商平台
布局线上零售业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日前，一则有关上海市驾校培训

费均价已调整为 10360 元的消息在

网上广为传播。记者在咨询上海市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后获悉，

该消息为假消息，且多家浦东驾校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驾校收费维持

在9000元左右，并未大规模涨价。

驾校培训收费
基本维持原样

日前，网友“上海左翼”发布消息

称上海市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下发

通知：9 月 1 日起，上海市驾校培训

费均价已调整为 10360元(不含设备

租赁费、模拟费等)。一时间该消息

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并引发网友热

议，不少网友在看到消息后表示学

不起车了。

然而，记者在经过多方核实后了

解到，该消息实为假消息。

上海南汇驾校副总经理赵瑞阳表

示，上海市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从来

没有下发过任何调整价格的通知，且

协会没有权力为驾校设定收费标准。

此外，赵瑞阳还向记者透露，目

前南汇驾校的收费标准维持在原来

水平，也就是今年 3月实行新版《上

海市机动车驾驶员驾驶培训合同》后

调整的价格。目前驾校收费平均水

平在 8500 元左右，最高收费在 9000
多元，并没有破万元。

上海通永实业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也告诉记者，目前通永的收费在

8000 元至 8500 元，破万元一说并不

存在。不过，不排除少数驾校收费存

在破万元的情况。

对于网上传言驾校收费破万元

的说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

士向记者表示，可能存在部分驾校为

招收学员而放出假消息。

异地培训属违法行为

虽然，驾校收费标准破万元一说并

不属实，但沪上驾校收费却一路“飙升”。

浦东市民黄璐告诉记者，自己的

朋友在 2010 年报名驾校培训，当时

收费还维持在 5000 元左右，此后就

一路飙涨，一直到现在涨到8000元。

2013年1月修订版《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正式实施，对小型

汽车驾驶人的一些考试项目进行了调

整。紧接着，上海车管部门对驾驶员

考试实行严格的考量控制，且考试难

度增加，导致不少学员培训周期延长，

驾校对超出培训周期学员收取延时

费，引发学员不满并向运管处投诉。

今年 3月，全上海 190余家驾校

开始实行新《合同》，新《合同》对原先

在驾培行业中比较含糊的收费环节

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新《合同》下发

当天，部分驾校应声涨价，最高已逼

近万元大关。

对此，浦东一驾校有关负责人表

示，新《合同》堵住了驾校创收渠道。

首先，培训周期从 90天变成 130天，

影响驾校“延时费”收入；其次，新版

合同规定学员参加模拟考试需自愿；

另外，参加科目二训练且在培训周期

内的学员，如终止培训，驾校退 35%
的培训费用，而以前一般只退10%。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由于培训成

本逐年上升，且培训效率却在降低，

未来驾校培训费用整体还是会呈上

升态势。

此外，针对有关异地驾校在沪培

训，通过异地考试后在上海换驾照的

现象，浦东新区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

表示，异地经营属于违法行为。

上海某驾校的学员正在练习上路考。 □翁磊 / 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