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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公司

史上最热黄金周却成了楼市“寒季”。
“据中原监测全国主要的 54 个城市在

黄金周前 7天合计签约套数为 1.6 万套，相
比之前一周 5.4万套的成交量下调幅度达到
了 70%。”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
大伟表示。

北京市住建委网签数据显示，国庆节假
期前三天，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仅为 137套，
比平日大幅下降。据统计，9月 30日至 10月
5日期间，广州全市总成交量为 731套，仅比
9月 28 日当天一天 561 套的网签成交量多
了 170套。9月 30日至 10月 3日四天共网
签 490套，同比去年网签量下降 272 套，同
比跌幅 35.7%。

尽管如此，高压下的小产权房依旧还在
活跃。

北京小产权房最后一个黄金周？

10月 7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作
为重点整顿区域的房山区小产权房仍在“热
销”。 房山区是北京市小产权房最集中的
几个区县之一，在北京市国土局的名单上，
它以 29个项目数仅次于昌平区位居第二。
据记者了解，这些小产权房有一半以上都已
经出售，而之所以销售旺盛，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低廉的售价。为吸引更多的买房客，
这些小产权房甚至打出了永久产权的宣传
语。

或许这是北京小产权房最后一个黄金
周。

今年 4月，北京市被纳入国土资源部清
理小产权房试点城市。7月，北京开始集中清
理整治小产权房。时隔两个月，9月 17日，市
国土局公布，初步清理出自 2008年以来在建
在售的 79个违法占地项目，现正在进行查
处。

在属于通州区的小产权项目中，位列整
个名单第 66号、北京乃至全国最大的小产
权房项目，便是张家湾镇张湾村太玉园。
“两年前我买房的时候，中介就跟我讲应

该很快就会办到房产证，现在两年时间过去
了，只是经常听小区里的人谈起房子‘转正’
的事，根本就没有房产证的影子。非但如此，
现在又赶上国土局清理小产权。”太玉园小区
住户王峰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王峰今年三十刚出头，夫妻俩从外地到
北京打拼五六年，辛辛苦苦攒了 30多万元，
眼看买商品房越来越没有希望，长期租房子
又不现实，只好在太玉园买了一个二手房。
“听说国土部门刚刚下发政策，说是清理小
产权房。小区里好多人都在谈论这事，我们
也不知道怎么办。”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后悔，不该选择小

产权房。”王峰说。
记者了解到，像王峰这样的刚需一族，

不仅在通州太玉园小区，在其它郊县的小产
权社区里也不在少数。

不过，与心里打鼓的王峰不同，也有住
户并不以为然。

在离太玉园大门不远的地方，一对正买
菜归来的年轻夫妻说，“早就听说要清理小
产权房，房子是用来住的，我们又不卖，无论
是大产权还是小产权，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
意义。如果让搬，怎么搬？再说了，小区里成
千上万的住户，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主任徐枫表示，

现在各地几乎每天都在新建小产权房，主要
购买群体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普遍存在
“赌政策”的心理，毕竟“法不责众”，政府部
门很难“一刀切”。

湖南火炬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旷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小产权的
出现是由于一些城市房价过高，远远超出普
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导致许多工薪阶层买
不起房，而小产权房房价相对低得多，故许
多工薪阶层明知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看
上其价格低廉，抱着侥幸的心理来购买，以
期国家到时能出台相关法律来保护他们的
利益。

调查还发现，购买小产权房的购房者，还
有一种是退休后到农村居住享受田园生活的
老人以及中等收入人群为度假享受考虑购买
小产权别墅，少数人购买小户型投资。

除了已经建成的成熟小产权社区，亦有
被叫停的小产权项目。
在房山区西潞街道太平庄村唐城公寓，

经附近居民指点，记者找到几栋刚建完两三
层并未完工的小楼，周围杂草丛生。村民告
诉记者，这便是唐城公寓，听说唐城公寓没
有获得审批，未封顶就被叫停了，还有传闻
说这个项目将被拆除。

小产权房仍可售卖

79处小产权房被清理，其是否仍可售
卖？

在通州太玉园小区，记者发现，底商中
有几家房产中介挂锁关门。附近的商户和居
民介绍，此前这里中介生意还很红火。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还是发现了端倪：
房产中介仍在暗地里销售小产权房。按照中
介公司留的电话，记者致电销售人员电话了
解时，对方称太玉园小区仍有房可出售。
“通州太玉园 3居室、格局好、房主急

卖、价格便宜”，“太玉园 97m2、5567元/m2，总
价 54 万元”，“土桥太玉园、小产权、低价出
售、正规两居、随时看房”，“太玉园小产权的

房子、价格低、业主急售”，“太玉园小区、超
值 3居、不限购”……登录北京二手房网，搜
索太玉园小区后，大量有关太玉园的房屋出
售项目扑面而来。
《中国企业报》记者以购买太玉园房子

的名义拨通了一家房产中介的电话，一名赵
姓中介人员热情地向记者介绍，“太玉园 200
多幢楼 100%全住满了，火得很。现在出售的
房子低层的少，主要是七层以上的。”

被问到价格时，赵姓中介人员极力介绍太
玉园的便宜，“一套 90多平方米的房子才 50
多万，平均每平方米才 5000多元。”

当记者问为什么这么便宜时，中介表
示，太玉园是小产权房，买卖的时候可以过
户“小房本”，没有大房本（即正规商业地产
的房产证）。
见记者显得有些犹豫，赵姓中介人员又

说，“将来都是可以办正规房产证的，放心。”
随后，《中国企业报》记者咨询别的小

产权房项目的买卖情况，得到的回复都是
大同小异，其中崔村镇东崔村北别墅的户
主蒋女士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别墅刚刚精
装两年，才住了半年，不过自己准备出国，
所以准备将别墅卖掉。“价格才每平方米
5000 多元，不过是小产权，没有房产证，如
果要买大产权的，价格每平方米 10000
多。”

小产权房如何解决

据张大伟援引各机构不完全统计数据
称，北京目前小产权房数量约占整个房地产
市场的 20%，涉及近 30万户家庭。

那么，如何处理小产权房的问题？
有专家表示，小产权房的处理，比较可行

的途径是政府有关部门将其回购，用于中低
收入阶层的保障性住房。

万科总裁郁亮也建议政府将小产权房改
造成公寓，以提供给新进入城市的第二代农
民工居住，解决部分百姓的居住问题。

（下转第十一版）

楼市清淡 小产权房暗潮涌动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日车企遭“黑色”黄金周

“金九银十”一直是汽车行业的营销旺季，然而，受“钓鱼
岛事件”的持续影响，早在 8月份即陷入低迷的日系车企，在
经历了黑色的九月后，即使在中秋、国庆双节的日子，也是寒
意袭人。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素有“中国车市晴雨表”之
称的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看到热闹的交易市场里，德系、
美系、韩系车营销大厅里熙熙攘攘，提车的、问价的消费者络绎
不绝。相比之下，日系车营销店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情形。
“自从 8月份开始，我们店铺的汽车销量便开始下滑。”亚

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一家日系车品牌店的销售顾问张林（应采
访者要求化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尤其是九月份，随
着全国性的抵制日货情绪弥漫，我们店铺的汽车销量遭受严
重挫折，一天卖不出几台车。不仅来看车、买车的消费者大幅
减少，而且更严重的是，客户‘退订’现象激增。”
“所谓‘金九银十’，再加上国庆中秋，对汽车销售来说绝

对是销售旺季，但事实上结果只能用‘惨淡’两个字来形容。”
张林脸上满是失望，“九月份，我们店的销量至少比同期下滑
了六成以上。国庆期间，下滑至少七成以上。”
“除了我们店，其它经销日系车的店情况也好不到哪里

去。在广州、上海，我都有日系车 4S店的朋友，有朋友经营的
4S店一周才卖出两三台车，有朋友表示自己的店都有关张的
危险。”在汽车销售领域有着十多年经验的张林介绍说，此次
日系车在中国市场遭受重创，是继去年日本大地震后的又一
次重创。

在对北京其它一些汽车市场进行调查时，《中国企业报》
记者发现多家日系车 4S店门可罗雀。一位丰田 4S店负责人
也表示，以前一个星期卖二三十几台车没问题，现在一个星期
能卖出两三台都很困难。

此前，一汽丰田公关室公关总监马春平对记者表示，进入
9月份之后，经销商陆续反馈订单撤销现象，表明日系车再一
次遇到危机。虽然如此，不少日系车仍在努力做着促销。然而，
日系汽车努力促销的效果并不算明显。

最新消息显示，日本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 9月
在中国的销量比 8月的水平暴跌五成，预计 10月份在中国的
生产量比去年同月减少 56%。丰田公司表示，将考虑暂时停止
向中国出口整车。

铃木汽车表示，集团 9 月在华的销量减少了 7%至 2 万
辆，产量已大减三成。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守到晚上九点，老让排队，就是订不
上票！”“铁道部回应说是因为点击量过大，淘宝天猫搞促销那
么大的点击量也没见瘫痪过。”“这还是花 3亿多元升级的，据
说中标的公司存在暗箱操作嫌疑。”

中秋、十一双节前夕，在一辆刚刚驶离北京的列车上，原
本默不作声的乘客围绕铁道部 12306新客票系统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

日前，12306系统先是被网民指责重复排队却始终不能订
票，又被曝光存在可以利用个人账号盗取他人账号等 6项低
级漏洞，新客票系统合计 3.3亿元的招标额及中标的同方股份
和太极股份也被质疑存在暗箱操作。

重复排队

“北京西站的票是从早上 8点开始在网上卖的，我 7点 59
分刷新的时候还显示的是不能预订，8点刷新的时候已经只剩
1张座票了。”一位去往石家庄的买了站票的青年乘客苦笑着
说，后来剩余票数虽然变多了，提交完订单又被强制排队。

上述“排队”是铁道部今年为了缓解流量高峰对于系统压
力推出的新措施，但是，用户排完之后依然无法出票，不得不
再次排队。难怪网友调侃说，12306系统是将火车站的队伍搬
到了网上。

铁道部的人士则辩解说，双节前夕，12306网站日点击量
高达 14.6亿次。
“日点击量 15亿次，按照每天开放 12小时计算，也就是

按平均每小时 1.25亿次点击量，每人订一次票从登录到预订
再到支付产生 10次点击量计算，也即时均 1250万人次，平均
每分钟 20.83万人在线、每秒钟 3427人在线，这流量都承载不
了？”有专业人士评论说。

设计低级

就在大家纷纷“吐槽”网上订票难的时候，坐在记者对面
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得意地向大家介绍起了自己订票的
捷径：12306系统为海外人员预留了一个专用通道，只要在电
脑中输入特定代码，国内乘客也可以享受这一待遇。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名男子在海淀区一家从事网站架
构设计的公司上班，其所在公司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各大院校
的门户网站。

其实，这一订票捷径与 12306系统的漏洞相比微不足道。
根据互联网漏洞举报与修补平台乌云的报告，技术人员可以
通过 12306系统的某一漏洞任意修改其他用户的密码，直接
通过盗用的大量账号为自己订票。近一个月内，12306系统类
似的漏洞多达 6个。
“从安全的角度看，这样的漏洞有点简单和低级。一般网

站上线前，公司都会对系统进行系列的严格测试，这种简单的
错误和漏洞都能避免。”乌云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已将漏洞的细节通过邮箱提交给铁道部相关部门。

招标存疑

有消息表明，如果不计算硬件和带宽投入，12306的系统
成本绝对不会超过千万元。现实的情况却是，这一新客票系统
的招标额高达 3.3亿元。而且有券商人士声称，中标方之一太
极股份在结果公布之前就已被业内知晓。

9月 27日，铁道部再次发表声明，声称招标代理机构依法
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招标公告，共有 7家单位购买了
招标文件。标书售出 20天后，项目在京公开开标，共 5家投标人
递交了投标文件，报价最低、得分最高的太极股份与同方股份为
中标单位。

然而，从开标到确定中标候选人，铁道部需要仔细比较 5
家投标人大量的设计方案、报价等大量投标文件，铁道部仅仅
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动作之迅速令人生疑。
“12306网站招投标全部信息并没有公开，包括参与投标

企业的名称、资质、营业执照、报价方案等信息，这怎么能证实
其说的是事实呢？”知名律师董正伟说，早前，他和另外两名网
民先后提出了要求铁道部公开招标信息的申请。

日前，又有网友曝出，12306系统招标人“铁道部信息技术中
心”主任吴建中同时兼任 15家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中的中铁信息
工程集团正好与太极股份等同时参与了 12306系统的建设。

12306漏洞频出
中标企业被指暗箱操作

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签约量创下新低，而面对“小产权房
群体”持续扩大，专家建议区别对待

本报记者 郭奎涛

黄金周出门旅游本来是一件皆大欢
喜的事，但总是有那么一些状况让游客们
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不断高涨的景区门
票价格就屡次遭遇游客集体吐槽，但吐槽
归吐槽，价格照涨不误，黄金周期间一些
景区更是在门票上玩起了“报复性涨价”
的猫腻，不少网友惊呼祖国的秀美河山成
了“看不起”的风景。有网友调侃说，如果
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生活在现代社
会，他们就写不出流传千古的好诗篇，因
为他们付不起高昂的景点门票。

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
因，但一些地区和部门双眼不离门票，把
门票当做旅游经济效益的主要来源无疑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把
旅游收入寄托在门票上实在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在某种程度上，门票经济已经
成为阻碍旅游产业做优做强的一块绊脚
石。当下，旅游行业亟须走出门票经济的
怪圈，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每到黄金周的时候，关于国内景区门
票价格的问题就会成为网友谈论和吐槽
的主题，今年似乎也依然延续着这一“传
统”。假期还没到，一则关于中外景区门票
价格的微博便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直
到假期结束，仍然没有减热的迹象。在这
则微博中，网友吐槽称世界景区门票中国
最贵，并列举出国内外众多景区价格进行
对比。该微博称门票价格九寨沟 310 元，
张家界 245 元，而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折合
人民币只 75 元；法国卢浮宫只 80 元，俄
克里姆林宫 40 元，印泰姬陵 2.5 元；武夷
山 250 元，黄山 230 元，日本富士山免费，

尼亚加拉瀑布免费。有网友调侃说目前国
内景区价格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个
张家界等于三个卢浮宫”。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某门户网
站上的调查显示，89.2%的人认为门票“太
贵了，门票支出严重影响旅游热情”。国内
权威旅游研究机构与携程网今年 4 月发
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证实，门票花费在旅
游花销中占比最大，达到 21.92%。61%的
受访者认为 5A 景区的票价应该在 60 元
以内。而《经济参考报》最近的统计发现，
全国 130 家 5A 级景区中接近一半门票价
格过百元，其中超过一成门票价格在 200
元以上。

这也不由让人想到峨眉山景区上市
15 年后，其门票和索道收入依然占到公司
总收入的 63%左右，而宾馆酒店服务收入
仅占到 23% 。当然，峨眉山景区“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这种高价门票式的“门票经
济”是国内景区的通病。

旅游产业发展到今天，总体产业规模
和就业人口数量都已经非常庞大，已经成
为不少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加上旅游业绿
色低污染，行业辐射范围广，能够有效带
动地方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各地政府
可以说都很重视旅游业，积极开发利用当
地旅游资源，甚至想方设法创造旅游项
目，以吸引游客光临。但是不断增长的门
票价格似乎让现实正在离这种初衷越来
越远。

就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景区单纯依赖
门票创收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在旅游经
济的系统工程中，门票只是一个环节。如
果门票价格合理，将大大提升景区人气，
带动周边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重利

好。说的稍微学术化点，就是旅游产业亟
须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所谓门票经济，简单来说，就是在一
个特定的旅游市场内，经营者和管理者以
收取门票为主导的盈利模式和管理模式
的旅游经济。相对于产业经济而言，门票
经济过重地依赖门票收入，景区门票在游
客消费中所占比重过大。

产业经济则不仅仅靠门票收入，相对
来说，它更侧重于由于景区的存在所带动
的旅游业内部其它部门经济的增长，侧重
于景区对其它部门的拉动作用，“门票”仅
仅是拉动产业发展的手段和途径，门票收
入仅仅是旅游收入的一小部分。

杭州西湖的免费实践就是一个不错
的转型。资料显示，杭州西湖自 2003 年开
始实行免费以来，景区每年直接减少门票
收入 2530 万元，但带动了景区商业网点
经营价值的提升和关联产业的发展。西湖
景区放弃以提高门票价格实现创收的“门
票经济”发展思路却带来许多“意外”收
获。实际上，免票的西湖为杭州每年创造
了数百亿的间接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提高
了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从物质层面
上，门票免费模式带动了包括餐饮、住宿、
购物等一条“旅游经济”产业链的繁荣；从
精神层面上，门票免费模式则拉近了游人
和这座城市，乃至秀美河山的距离。

摆脱门票经济的惯性思维，让当代的
李白、杜甫也能遍游中国大好河山，以产
业经济的思路来推进景区发展和提升，强
化综合收入模式，做长旅游产业链，做大
旅游产业，深入带动发展旅游要素和关联
产业，愿中国旅游业的转型不会让我们等
得太久。

旅游经济：利润可以在门票之外
孟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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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过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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