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oul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欧莉 美编/吴婷 2019.12.10

MARKET 市场

3

■本报记者 王延

从今年“双11”开始，阿里巴巴集团旗

下拍卖平台阿里拍卖首次在杭州面向个

人开放了房产的交易，引发社会各界关

注。近日，记者从该平台获悉，今年“双

12”期间，阿里拍卖将上线近百套位于上

海的个人二手房源，其中不乏上海各区稀

缺的学区房资源。阿里拍卖方面表示，拍

卖模式对于买卖双方的撮合是全新的尝

试。

热门学区房动动手指
就能找到

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学区房是毫无疑

问的“香饽饽”，是不少购房人的刚需。在

这次阿里拍卖“双12”中上线的房源中，就

有不少这样的房源。

以浦东新区为例，明珠小学和福山外

国语小学是该区数一数二的学校。这两

所学校对口的学区房，平时一房难求，而

在这次阿里拍卖平台上线拍卖的，则有12
套。

“方法很简单，有购房意向的市民只

要打开手机淘宝，搜索‘我要卖房’，就可

以找到。”阿里拍卖工作人员程丽华说。

位于浦东三林地区的新里城和合苑

是对口明珠小学的小区，此次上线的房源

共有 2套。其中一套产权面积 78.84平方

米的普装房源，总高6层位于5层，起拍价

格为 560万元，平均价格为 71790元/平方

米。另一套产权面积 72平方米的精装房

源，总高 6层位于顶层，并有复式小阁楼，

起拍价格为540万元，平均价格75000元/
平方米。

而根据一家房屋中介网站公开的信

息显示，新里城和合苑在近30天内有208
次带看记录，近 90天里有 2套房源成交，

成交均价为73885元/平方米。

程丽华说，目前平台不会对卖家提出

的价格设限，但也会建议卖家在提交出售

自己房子的时候，设定符合市场预期的价

格，以便更易成交。

引入本地服务商减少
信息差

对整个楼市而言，通过拍卖方式进行

撮合是一件新鲜事物。因此对于买卖双

方，阿里拍卖均提出各自倡议。

对于卖家，阿里拍卖提倡卖家在提交

房源信息时，要如实描述房源真实信息，

特别是购房需缴税费的相关信息；对于买

家，则提倡一定要实地看房，对市场价格

有自己的判断，做到拍卖时心中有数，不

要盲目跟拍。

为了更好地服务买卖双方，阿里拍

卖同时引入了本地服务商“大房鸭”，由

这个小区附近的邻居作为社区顾问，为

双方提供带看和撮合服务，减少信息

差。

根据拍卖页面的信息，在阿里拍卖

上线的房源经过业主委托，由阿里拍卖

上海地区个人二手房售卖业务的重要合

作服务机构“大房鸭”（上海舍汇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全程交易服务。所有

委托大房鸭挂牌至阿里拍卖渠道的房

源，其线下带看、签约及过户等服务通过

大房鸭完成。

记者致电上述一家新里城和合苑房

源的社区顾问张先生了解到，社区顾问均

为居住在周边的邻居，他们对周边生活居

住环境有真实体验，对邻里信息也非常了

解，同时服务费固定收取，不像房屋中介

有虚假抬高房价的动机。

而据记者了解，这些社区顾问要求要

拥有大专以上学历，拥有自己的房屋等，

这样综合素质才能有所保证，能够更好帮

助买卖双方。

暂时不会对线下中介
造成冲击

从今年“双11”开始，阿里拍卖首次在

杭州面向个人开放了房产的交易，引发社

会各界关注。

阿里拍卖也借机将平台上的房源来

源从原先的法院处置、政府处置、银行处

置、海关处置的房源进一步拓展到开发商

一手房源和个人二手房源。从“双12”起，

这一试点被复制到更多的长三角城市，上

海就是其中之一。

相较传统的线下房屋中介业务，阿里

拍卖此番的“杀手锏”是统一服务定价，解

决服务收费标准过高的痛点。“传统的二

手房买卖中介费用是需要自己谈的，而且

和房价总价相关，100万元和 1000万元的

房子，服务费用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在上

海区域推出的个人二手房买卖固定服务

费用是 1.99万元。”程丽华说，以总价 380
万元的成交价来算，传统买卖家服务费总

计约为总价的3%，约11.4万元，阿里拍卖

的服务费用不到中介费用的两成。

据透露，在此前一段时间的试点过程

中，已有多套房源撮合成功，实现成交。那

么，线上卖房，会取代传统的中介行业吗？

阿里拍卖方面表示，拍卖模式对于买

卖双方的撮合是全新的尝试，并无意取代

传统中介业务。

几位门店资深中介则认为，虽然买卖

形式日益丰富，一些新渠道的知晓度也在

提高，但房子这样的大额交易，线下带看、

交流、议价、跑腿等服务更加重要，目前很

难对线下门店构成威胁。

“这套体系还处于初期阶段，并且阿里

目前拍卖的二手房，很可能也在传统中介

门店挂牌出售。这种另类的房产拍卖交易

模式，究竟是会大放异彩改变目前房产交

易格局，还是会默默无闻无疾而终，至少需

要半年的‘试水期’。”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11月份上海楼市出现回暖，新房成交

量整体提升，二手住宅也量价齐升。近日

上海链家和信义房屋企研室发布的数据显

示，11月份上海全市共成交新建商品房

5332套，环比增长20%，同比增长22%；二手

住宅共成交约1.81万套，环比增长12.97%，

同比增长36.56%。

11月份，上海二手住宅合同成交均

价约 3.8 万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2.16%，

同比上涨1.75%，成交均价在10月份大幅

回落之后又出现明显回升，接近于9月份

的成交水平。16个区二手住宅成交量方

面，除青浦环比下跌22.88%外，其他15个

区环比均上涨。16个区二手住宅成交均

价方面，13个区环比上涨，较10月份增加

10个，3个区环比下跌。其中，11月份浦

东二手住宅成交 4450套，成交均价为 3.9
万元/平方米，这组数据在10月份是3788
套、3.8万元/平方米。

从环线角度看，成交量方面，内环以

内和内中环间的成交占比有所回升，对应

的是中外环间和郊环以外成交占比的回

落；价格方面，内中环间和郊环以外环比

负增长，其他环线则环比均上涨。其中，

内环以内成交均价在连续 4个月下跌之

后首现回升，且涨幅为 2.7%，可以看到内

环内的市场开始出现调整。

信义房屋企研室分析认为，政策层面

上，11月份5年期的LPR首降5个基点，对

二手房市场起到了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因

为各种政策约束，预计对楼市的提振作用

有限。在此背景下，预计12月份上海二手

房市场成交量价或将稳中趋降。

随着年底业绩冲刺季的到来，房企加

快新盘入市节奏，虽然供应量有所减少，

但部分板块出现“翘尾”行情。上海中原

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曦表示，尤其是11月
份第一周，出现成交20万平方米以上的高

成交，后续成交虽然出现滑落，但维持在

13万平方米震荡，最后一周也上冲到18万
平方米的水平。分区域来看，浦东南片、

奉贤基于临港新片区因素，成交继续保持

一定活跃度。而在上海链家的一份报告

中，按板块统计，销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

为周康板块、共康泗塘板块、临港板块、徐

泾板块和马陆板块。

“通常情况下，临近年底成交热度会

有所退减，不过 11月份成交量却超过月

均流量，说明市场交易情绪维持稳定。”卢

文曦认为，年末上海市场应该还会有一波

集中供应。据不完全统计，12月份上海

市场预计将有 25个楼盘入市，其中浦东

占据8盘，位列第一。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见习记者 张

诗欢）记者近日从市住建委获悉，新版《上

海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管理实施细则》

（以下称《实施细则》）将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原《上海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同时废止。根据新规，廉租对

象办理廉租房手续将最多只跑一次。

廉租住房是本市“四位一体”、租售并

举住房保障体系中的托底保障品种，保障

范围是本市城镇户籍的低收入住房困难

家庭，保障方式分为租金配租和实物配

租，并以租金配租方式为主。

《实施细则》共 4章 20条，包括总则、

配租供应、配租后管理和附则。与原《细

则》相比，《实施细则》对做好与申请审核

相关规定的对应衔接、优化简化办理流

程、将“租赁合同登记”调整为“租赁合同

网签备案”、增加与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

衔接等具体内容进行了修订。

为做好与申请审核相关规定的对应衔

接，此次修订中对“租金配租范围”的表述

进行了调整，明确取得登录资格后即可办

理租金配租手续；同时针对“一网通办（全

市通办）”后申请家庭可以选择在非户口所

在地申请的情况，明确在非户口所在地申

请的要前往户口所在地的街道（乡镇）住房

保障实施机构办理租金配租手续。

按照精简办事流程要求，此次修订取

消了原有的“签收《租金配租通知单》”“签

收住房出租人告知书”两个环节；将“签订

租赁补贴协议”环节前移，减少廉租对象

办理跑动次数；适应“最多只跑一次”要

求，明确配租家庭可将相关材料一次性递

交户口所在地的街道（乡镇）住房保障实

施机构。考虑一次申请后，最多只能保障

3年的规定，取消了配租家庭 6个月内不

租赁住房就取消当期保障资格且 1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的限制。

按照本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的

最新要求，此次修订将原规定中的“租赁

合同登记”调整为“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有利于廉租对象和房东选择合适的方式

就近办理，在操作上将更为便捷。

此外，增加了与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

衔接。对申请人享受租金配租后又购买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此次修订进一步明

确了如何在两个保障制度间衔接，防止重

复享受情况发生。《实施细则》明确：申请

人享受租金配租后又按规定购买本市共

有产权保障住房的，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

应当在向其送达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入住

通知书后的 90日起，终止发放廉租住房

租金补贴，并注销其廉租住房登录证明。

11月上海楼市出现回暖

年末将有一波新房集中供应

本报讯（记者 王延）打卡各大景点

已经不足以成为现今旅途的全部，寻觅

当地美食日渐成为人们旅行途中的重头

戏。为此，全球共享民宿行业知名平台

爱彼迎近日推出全新的体验类别——烹

饪体验，带领人们探秘各地传统美味。

爱彼迎的内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

球范围内与美食相关的爱彼迎体验预订

数量较前一年增长 1.6倍。在这一趋势

下，从奶奶的祖传菜谱到故宫边的烤鸭

鼻祖，全新上线的爱彼迎烹饪体验集结

了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种特色美

食，让旅行者能够轻松享受目的地的美

味。

此次上线的爱彼迎烹饪体验提供了

一个从饮食角度探索文化的全新方式。

这些体验将由当地人带领，让人们在亲

密融洽的氛围中享用美食、深入交流，向

当地人学做传统菜肴的同时，倾听美食

背后的动人故事。

记者登录该平台看到，目前游客已

经可以探索意大利菜、日本菜、墨西哥

菜、中国菜等在内的各式菜肴。以墨西

哥菜为例，当地美食达人克劳迪娅会把

拥有4000年历史的墨西哥烹饪传统与辣

椒、可可等丰富食材融为一体，教游客们

在古老的磨盘上制作墨西哥粽，并在节

庆宴会上分享她制作的招牌墨西哥魔力

酱。这些都是克劳迪娅从祖父那里学到

的手艺。

爱彼迎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布

莱恩·切斯基说：“我们意识到共享美食是

走近文化和促进交流的关键。通过爱彼

迎烹饪体验，希望让人们能够享受一起制

作美食的乐趣，让世界各地家庭私厨中的

特色菜谱得以保留与传承。”

寻觅当地美食成旅途重头戏
爱彼迎全新推出烹饪体验

办理廉租房手续最多跑一次
上海廉租房租金配租新规明年起施行

阿里拍卖“双12”将上线近百套上海房源
服务费采取固定收费 价格1.99万元

今年“双12”，阿里拍卖将联合“大房鸭”开放上海地区的个人二手房交易买卖。 □本报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中国银联

昨日宣布，将于12月12日启动全民回

报节。此次全民回报节从 12月 12日

持续至 12月 15日，期间，消费者可使

用云闪付App、银联二维码、银联手机

闪付等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在超过 40
万家线下商户门店以超值优惠价格（部

分低至原价1折以下）购买百万爆款商

品。境外商户也将首次参与12.12全民

回报节，为消费者带来诸多惊喜。

中国银联介绍，此次活动40万商

户品牌参与，满足消费者衣食住行全方

位需求。此次活动还首创银行业爆品

促销模式，在银联提供的全场折扣、爆

品促销基础上，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叠加了多倍积分

活动。

随着银联支付服务拓展至全球

177个国家和地区，银联 12.12全民回

报节也从国内走向世界。活动期间，

消费者使用云闪付App、银联手机闪

付、银联卡在日本松屋银座百货、韩国

新罗免税店、法国春天百货、美国西盟

购物中心等80大商圈消费支付，最高

可享30%优惠折扣。

近年来，中国银联的惠民举措从

未间断。除12.12全民回报节外，银联

62节、银联超市节、银联菜场节等活

动，让用户享受到银联移动支付 1年

365天的优质体验。同时，中国银联

也持续扎实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

以交通场景为例，银联移动支付产品

已覆盖全国30个城市地铁、近1400个
市县公交。

银联启动12.12全民回报节
百万爆款商品成亮点 境外商户首次参与

本报讯（记者 欧莉）美团点评日前发

布的三季度业绩显示，三季度平台实现营业

收入 274.94 亿元，创单季新高，同比增长

44.1%；实现净利润 13.33 亿元，同比上涨

101.6%。

美团点评旗下的业务板块主要包括餐饮

外卖、到店、酒店及旅游收入，以及新业务。

其中，餐饮外卖业务表现突出，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 155.77亿元，同比增长 39.4%；交易金

额为 1119 亿元，同比增加 40%，订单量达

24.69亿笔，同比增加38.1%。

据了解，美团外卖今年在餐饮外卖方面

动作频频，一边不断强化在餐饮商家端的作

为，促进餐饮外卖供给侧改革；一边不断传

导健康的餐饮消费理念，引导餐饮消费端升

级，同时通过拉动新的餐饮供给、新的餐饮

消费和新的餐饮行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餐

饮生态。

美团点评餐饮外卖业务
三季度营收超15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