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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专栏 

【浅谈 PVC 管材 PE 管材和 PPR 管材优缺点】 

PVC 管材可以采用实壁或结构壁多种设计，其连接主要采用溶剂粘接方式。
根据是否使用增塑剂，可分为硬聚氯乙烯（PVC-U）和氯化聚氯乙烯（PVC-C）。
两者相比较，PVC-C 的耐腐蚀性和耐高温性能相对较高，同时成本也相对高一
些。 

PVC 管材曾广泛应用于给水管路系统和燃气输送管路系统，但是近年来
PVC 管路系统在燃气输送领域的市场份额几近为零，给水系统的用量也有稍稍
的下滑.不过，PVC 管材在无压管道系统如排水、排污和排废系统里的用量获得
了平稳增长，主要是因为 PVC 原材料的生产对原油的依赖性不如其他热塑性塑
料大，使其生产成本相对较为低廉。 

PE 管材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PE 管材材料的不断发展改善了管材的
性能，并成为 PE 管材在供水系统以及燃气输配系统中用量快速增长的推动力。
PE 管道主要应用于饮用水输送系统、天然气输送系统、灌溉系统、排污和排水
系统。 

尽管 PE 管路系统并不具备成本优势（PE 管原材料价格相对较高），但是它
却得到了快速推广和普及。这主要得益于 PE 管材的快速方便且安全可靠的连接
方式，即热熔连接方式。由于 PE 材料的熔融温度范围和熔体粘度的特点决定了
PE 管材拥有极好的熔焊性，从而使 PE 热熔连接接头的强度达到甚至超过了管材
本体的强度。另外使用 PE 电熔连接管件也可使 PE 管路系统的修复工作变得简
便易行，因而提高了管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PP 材料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应用于管道的生产。按照聚合物结构的不同，
PP 材料可以分为 PP-H（均聚聚丙烯）、PP-B（嵌段共聚聚丙烯）和 PP-R（无
规共聚聚丙烯）三大类。 

PP-R 管道系统是建筑用冷热水管路系统的重要一员。国内曾经一度出现推
广 PP-R 塑料管道系统的热潮，但是很遗憾，由于假冒伪劣产品和不合格产品的
干扰，PP-R 管的市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持续性发展，相反却给市场留下了“塑
料管道不耐用”的坏印象，以至于很多给水管路系统的建筑设计师以及开发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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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都对塑料管道丧失了信心。从技术角度讲，不合格产品发生破坏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是没有使用合格的原材料，在塑料管道发展初期，从业者对于原
材料的长期性能和强度的认识不够透彻，对于原材料的评价方法的理解也不够深
刻；另一方面是系统的连接出了问题，因为 PP-R 管的模量在塑料管材里面算是
比较大的，所以接头处容易产生多余的应力，特别是钢塑过渡的接头处在冷热水
循环作用一段时间后，就会频繁出现渗漏的情况。 

【我国塑料管材发展模式与特点研究分析】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塑料管材市场的年增长率已达 15%，位居世界第
一，国内塑料管材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然而，在塑料管材市场快速发展的
背后，企业也有隐忧。   

行业分析师指出：由于塑料管材市场前景广阔，使得企业纷纷进入，较低的
准入门槛造成了市场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塑料管材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   

虽然塑料管材近两年在我国的发展已是势不可当，但是也出现了一夜之间冒
出来几千家生产企业的现象，因此竞争压力十分巨大。经销商之间经常互相倾轧，
一些盲目打价格战的降价者引发了恶性竞争，部分跟进者由于规模小无法获利，
开始以次充好，影响了塑料管材市场的正常发展。   

而行业本身也有诸多弊病，企业总体装备水平低、工艺技术相对落后，企业
依靠自有力量研究成功的加工工艺及研制出的塑料管材很少，与发达国家始终保
持着明显差距。目前国产塑料水管及管件以通用型产品居多，高端的塑料管材应
用仅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创新使我们的产品始终处在低端市场，产品营销难以做
大。当竞争日趋激烈时，很多企业陷入了渠道冲突、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客户
投诉不断、满意度大幅度降低的困境之中。   

要解决塑料管材企业面临的困境，使这一产业沿着规范有序的道路持续快速
发展，当务之急，一是要加强市场秩序的规范和整顿，二则要求行业、企业自身
尽快走上以技术创新、质量为先的实质性改进之路。   

专家指出，虽然目前企业普遍感受到巨大的市场压力，但是新的机遇也蕴含
在市场之中。企业应努力研发高端产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工艺革新，设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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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自主设计，推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使我国
的塑料管材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行业资讯 

【若水管材质有问题，水费应由开发商承担】 

昨日，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胡继兵律师评说，进水管破裂导致天价水费，
水费应如数缴纳。如果能证明是进水管材质差造成的，则由开发商承担这笔水
费。 

胡继兵律师表示，公共供水是通过自来水供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实现，
在现阶段实行有偿供水。无论是自来水供水企业还是自来水用户，都应服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
标准按时缴纳水费。 

胡继兵律师说，若进水管破裂确是因材质较差造成的，开发商应承担这笔
水费。开发商出售房屋，其他的配套设施均应符合相关标准，若没有达到标
准，业主受到损失，开发商应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费用。 

【塑料管道产品行业指导价格（2013 年第 2 号）】 

一、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非铅盐稳定剂）  

1、产品标准：GB/T10002.1-2006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2、行业指导价格（出厂价）：11000 元/吨（PVC 树脂参考价按 6600 元/
吨计）。 

二、排水用 PVC-U 管材  

1、产品标准：GB/T5836.1-2006 建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 GB/T 
20221-2006 无压埋地排污、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2、行业指导价格（出厂价）：10000 元/吨（PVC 树脂参考价按 6600 元/
吨计）。  

三、埋地排水用 PVC-U 双壁波纹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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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标准：GB/T18477.1-2007 埋地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结构壁
管道系统 第一部分:双壁波纹管材。  

2、行业指导价格（出厂价）：10700 元/吨（PVC 树脂参考价按 6600 元/
吨计）。  

四、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  

1、产品标准：GB15558.1-2003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一
部分 管材。  

2、行业指导价格（出厂价）：19700 元/吨（PE 原材料参考价按 15000 元
/吨计）。 

五、给水用 PE 管材  

1、产品标准：GB/T13663-2000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2、行业指导价格（出厂价）：18600 元/吨（PE 原材料参考价按 13900 元
/吨计）。  

六、埋地排水用 PE 双壁波纹管材  

1、产品标准：GB/T19472.1-2004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
一部分 聚乙烯双壁波纹管材。  

2、行业指导价格（出厂价）：17000 元/吨（PE 原材料参考价按 12300 元
/吨计）。  

七、PE 缠绕结构壁管材  

1、产品标准：GB/T19472.2-2004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 第
二部分 聚乙烯缠绕结构壁管材及相关标准。  

2、行业指导价格（包括现场施工安装指导费用的出厂价）：18000 元/吨（PE
原材料参考价按 12300 元/吨计）。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委员会 2013 年 5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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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房价暴跌卖房不够还贷款 个人弃房跑路频现】 

截至今年 7 月，温州房价已经连续 23 个月下降，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
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至拦腰斩断。房子卖掉还不够偿还银行贷
款，这种“倒挂”现象在温州愈演愈烈。报道称房价暴跌已产生社会信用风
险，个人“弃房”或“跑路”已经比较多。 

3 月 5 日，一位农民在温州鹿城广场后的一片未开发的空地上开垦。该楼盘
是温州市区的精品楼盘。2009 年国家楼市“双限”之前，市场均价每平米
75000 至 80000 元，一度受到追捧，随后一路狂跌，跌至现在的成交价为
45000 元，差不多打了对折。 

“炒房客”撤离 温州楼市“高台跳水” 

房子卖掉还不够偿还银行贷款，这种“倒挂”现象在温州愈演愈烈。 

“现在情况比较严重。”一些温州中介、银行、法院等人士最近接受《第一
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之前房价在高位时，满负荷贷款的新建商品房，如今
在房价暴跌后，大都面临成交价低于银行贷款的窘境。 

同时，一些商品房价格仅高出银行最大贷款一两成。业内人士预测，在房
屋供应量放大、实体经济尚无起色的当下，下半年温州房价还可能下降 10％左
右。从理论上看，这些商品房也将面临成交价不足偿还银行贷款的风险。 

上述人士认为，房价暴跌已产生社会信用风险，个人“弃房”或“跑路”
已经比较多。 

截至今年 7 月，温州房价已经连续 23 个月下降，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
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至拦腰斩断。在这个关键节点，8 月 6 日温
州在全国 46 个限购城市中，率先对地方版“限购令”进行松绑，以此激活房屋
市场交易。 

成交价低于贷款额 

一位温州基层法院副院长说，从 2011 年到现在，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
3000 套，目前还只有小部分进行拍卖。 

受 2011 年民间借贷危机影响，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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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温州市区级法院人士说，2011 年全市法院委托拍卖 545 件，2012 年
986 件，今年上半年为 622 件，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为房产。一位温州市区级法
院人士说，今年该院委托拍卖件数是 2011 年的 3.2 倍，预计全年委托评估在
420 件左右，“其中 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 

“现在，拍卖成交价低于银行贷款的房源经常出现。”上述温州市区级法
院人士说，以前这种“倒挂”房源极为少见，但这两年越来越频繁，好多房子
卖了以后还不够偿还银行贷款。他说，这些房源主要来自银行起诉，再经过公
告、起诉、答辩、执行等司法流程，这些房屋委托拍卖最快需要 6 个月时间。 

一位股份制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认为，现在这种“倒挂”房源主要
出现在之前热炒的高端物业中，比如京都城、香缇半岛等楼盘。之前被炒到 5
万元/平方米的香缇半岛，如今价格已下降至 2.8 万元/平方米左右，周边一毛坯
房开盘价仅为 2.5 万元/平方米。“如果当时高价买入，那现在已不足偿还银行
贷款。” 

温州中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林勇说，一般房产贷款评估价是成
交价的 8 折左右，按最大抵押贷款七成计算，即可贷款房屋成交价的 56%，现
在一些豪宅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四五十，就意味着这些房源成交价低于银行贷
款。于是，一些实在没有偿还贷款能力的人，就出现“弃房”现象。 

上述银行人士认为，纯抵押贷款出现“弃房”情况比较少，更多出现在
“抵押＋担保”贷款环节。他说，一套市场价 500 万的房子，客户需要抵押贷
款 500 万甚至更多，于是客户找来第三方作为担保，如愿以偿贷到 500 万。现
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抵押物价格下降，担保人又没能力偿还，就出现贷款完
全高于抵押物。 

一位有着八九年炒房经历的资深炒房者张鸣（化名）说，除刚需和改善型购
房者外，更多炒房者动用的购房资金，基本来自各种渠道的银行贷款，如果他
们在高位时买进，如今几乎全部被套。2010 年 4 月，张鸣以 8 万元/平方米左右
价格买进一排屋，如今市场价 4 万元/平方米无人问津。“为什么我现在还拿
着，用银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来偿还银行贷款，主要是维护银行贷款信
用。” 

反观现在，7 月份全国 69 个城市房价再创新高（70 个城市中仅有温州下
跌），建立在房价只涨不跌基础上的融资方式颇为盛行。上述银行人士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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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温州经济形势还比较好，房价在上涨，金融机构信贷额度比较充裕，客
户尽量希望贷款最大化，评估公司相应提高评估价格，银行也会满足客户需
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楼市就存在很大的虚拟泡沫。” 

如今，一些温州新建商品房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
至拦腰斩断。上述基层法院副院长说，除破产企业外，一些人借款多、房产等
资产又严重缩水，导致个人跑路的也比较多，尤其是之前从事担保、炒房的人
士。 

“弃房”搅局信用风险 

“现在‘弃房’已经很厉害，房东真的没钱还贷了，还讲什么信用。”上
述法院副院长说，止住这种局面的唯一可能是房价停止下跌或者稳中有涨，否
则银行房贷就有风险，社会信用体系破坏会更加严重。 

如今，一些之前高位买进的温州商品房价格，距离银行最大贷款只有百分
之一二十的空间。 

一位温州大型房地产企业负责人说，下半年温州房价在现在基础上还有可
能下降 10％左右。从理论上看，这些商品房或将面临“成交价不足偿还银行贷
款”的风险。 

在房价下降通道中，尽管这次温州微调限购，对楼市带来一些利好信号，
但诸多开发商并不抱太大希望，降价促销此起彼伏。 

7 月份，温州 10 多个已开楼盘 400 多套剩余房源降价入市。其中，“星河
湾家园”一套面积 377.92 平方米的房子，最新价格每平方米 39960 元，该房子
在 2011 年 11 月份开盘价为每平方米 65697 元。“新京都家园”一套 5 楼房
源，2011 年开盘价为每平方米 36672 元，调整后为每平方米 22500 元。 

7 月底，中梁外滩首府、公园天下、德信泊林公馆、万科中梁金域中央和
华鸿中央公园等温州新盘，都进行了新一轮的营销推广，各项目纷纷使出价格
杀手锏，抢夺有效购房客户。 

紧接着，来自国有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规模入市。下个月 4 日，温州
将拍卖 99 套国有城建商品房，其中南塘 5 组团 2 套商品房，分别为 315.13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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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和 202.62 平方米，起拍价分别为每平方米 1.87 万元和 1.96 万元。该两处
房产曾在去年流拍，当时起拍价为每平方米 2.7 万元。 

上述房企负责人说，预计九十月份，温州新盘“价格战”升温，降价幅度
起码在 10％左右。 

今年 4 月，由温州党校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发布的《2013 年温
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未来房价仍将承受趋势性下行压力。 

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共出让商业、住
宅和商住类土地 102 宗，合计 3714.47 亩，远远超过去年 1271 亩的出让总量，
同比增长 454.46％。其中，住宅用地 587.92 亩，可供应住宅建筑超过 70 万平
方米，出让规模接近近 5 年年均 750 亩左右的土地出让水平。 

上述银行人士说，房价下跌已产生信用风险，“但关键问题在于实体经
济，如果实体经济不好转，即便房价上涨也没用。” 

今年7 月8 日，在温州市委常委会上，新任市委书记陈一新代表新一届温州
市委首次公开“垫底”数据：在 16 个主要经济指标中，2012 年，温州市大多
数指标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其中人均 GDP、GDP 增幅、财政总收入等 9
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 4 项倒数第二。 

【温州被弃房处置困境：上千万元房子拍卖难】 

温州新近出现的“被弃房”，大多是本轮降价幅度大的高端物业，如何处置
这些房源让多方困惑，温州哥伦布房产营销有限公司部门主管谢国华说，在目前
市场状况下，高端物业的变现能力比较弱，“除非比市场价低一些。” 一位商
业银行温州分行信贷部负责人说，在房价快速下降后，温州出现少数房源成交价
低于贷款额，与一些银行贷款产品设置也有一定关系，比如“房屋抵押+第三方
担保”贷款产品，它们主要“是建立在房价上涨基础上的”。 

事实上，这种“房屋抵押+第三方担保”的超负荷贷款方式，在之前温州房
价高位时被广为使用。 

“尽快拍卖，收回不良。”上述银行人士说，这样做可以降低不良贷款率，
更重要的是增加银行收益。如果早一年收回变现，就意味着银行可以增加房屋成
交价 10%左右的收益。目前，银行通过司法程序起诉房东，至最后房屋委托拍
卖最快需要 6 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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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华说，一些高端物业拍卖，往往会发生流拍现象，主要是“现在拿出上
千万买个房子自住的比较少”。在投资客退潮后，目前温州楼市主要以刚需和改
善型购房为主，开发项目也主要为中小户型楼盘，“以价换量”吸引购房者眼
球。 

在上述银行人士看来，相对今年 6 月末温州不良贷款额(264.3 亿元)来说，
因房子卖掉不足银行贷款的不良额只占其很小比重，“目前银行只能用利润来冲
抵。” 

“以前双方可以协商溢价出售，现在这些房子多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拍卖。”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黄璜律师说，房子卖掉不足偿还银行贷款，这个人今后就
要背负其“差价”债务，“如果十年后，这个人赚到钱了，还要补上差价及利
息。” 

这与企业破产，企业财产、债务等一次性清算后，债权人不予追讨执行有
比较大的区别。黄璜说，在未还清债务之前，该房东每月收入要被合理扣除，
不能高消费，不能坐飞机、出国旅游等。在这种状况下，房东只有万不得已才
会出现弃房现象。 

目前，我国个人破产法尚未出台，但相关信用体系正在逐步完善。黄璜说，
香港地区的个人破产法规定，在破产 4 年后消费者可以重新建立信用，并且享
受其他人应该享有的一切。但在这 4 年中，有些限制规定则是破产人必须遵守
的。 

根据香港法律，破产人的生活将受到诸多限制：不准有较高价的物品，须变
卖豪华家具，改用普通家具;不能购买房屋;不能有奢侈性消费，如乘坐出租车、
出国旅行、到高级餐馆吃饭、买名牌衣物、出入娱乐场所;不能申请信用卡;100
港元或以上的信贷，事前都必须披露破产身份等等。很多专业行业不允许破产人
继续持牌执业，如律师、会计师、地产代理、证券交易商、保险代理等。破产
人也不能担任公司董事或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不能担任太平绅士。为监督破
产人是否违规，香港破产管理署的职员还会到其家中视察。 

竞争对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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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蝶管业建材博览会上受好评】 

第六届中国兰州节能新型建材建筑装饰博览会 7 月 16 日—18 日在甘肃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上海白蝶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唯一的新型管道企业参加
了此次盛会。受到了包括房地产、建筑商、建材经销商及广大用户的肯定。 

白蝶管业此次参展产品有，以欧洲巴塞尔提供原料的高端 PB 采暖管、北欧
化工为原料的 PPR 冷热水管，节能环保的 PE-RT 地板采暖管，3S-PP 超级静音排
水管，PVC-U 双层防漏排水管件等产品。“白蝶”牌产品以可靠地质量和良好
的性能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充分体现了“选择白蝶，就是放心”的经
营理念和服务宗旨。展会期间，上海白蝶管业的展位前餐馆和咨询的客户络绎
不绝，并且与某房地产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此次参展共接待了 300 多客商，
充分展示了白蝶公司的良好形象和在行业中的地位，达到了预期效果。 

上海白蝶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科技、高性能、环保型的新型
管材、管件的生产和销售的股份制企业。1997 年底在国内率先开发生产了“给
水用三型聚丙烯（PP-R）管道”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及民用冷热水给水系统、
纯净饮用水系统、采暖及中央空调等系统，是传统金属管道的理想替代产品。 

公司从投产塑料管道开始就把产品质量放在生产经营工作的首位，从 93 年
开始，已连续多年通过了国家和上海地方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稳定、
可靠，在用户中有很高的信任度，并以全国的营销网络为基础建立了售后服务体
系，开设了 800-820-0166 的全国服务热线，以保证跟广大用户的直接联系，在
用户中有很高的信任度。先后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名牌产品称号。 

【保利管道湖北襄阳水电工会成功举办】 

8 月 18 日，保利管道在襄阳金城大酒店成功召开了“保利管道襄阳水电联
谊会”，现场有超过 200 名水电工和周边客户参加本次联谊会，此次联谊会主
要是以增强水电工师傅的专业技能，同时加强水电工对使用质量可靠的品牌产品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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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首先由保利管道南方销售总监韩总致辞，对所有到场的嘉宾客户及
当地的媒体表示欢迎。随后介绍了保利管道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企业荣誉与系列
产品。本次联谊会为水暖工之间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平台，同时显示出保利管道
对开发市场的有力举措，使保利管道的品牌传播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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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资讯 

【新型抗震型 PE 塑料管材受青睐】 

对于 PE 管道的抗震性能，业内人士的认识比较统一，PE 管具有独特的柔韧
性和优良的耐刮伤能力，容易移动、弯曲和穿插，遇铺设路面沉降、错位也不容
易断裂造成伤害，抗震性能好。在 1995 年日本神户地震中，唯一未造成大规模
损坏的管道就是 PE 燃气管和给水
管。也正是因为包括 PE 管的这种优
点在内的诸多优点，使之在欧洲管
道市场占有重要的位置，并成为美
国十几年来各种塑料管道产品中应
用量增长速度最快的管道产品。 

在 PE 类管道产品中，一种以
PE 为基材、以钢丝网骨架增强的
复合管材——钢丝网骨架塑料(PE)
增强复合管的抗震性能也受到了关
注。这种管材在继承了纯 PE 管道
各种优点的基础上，因为钢丝网骨
架的增强作用，使得它适应地面沉降等条件的能力更加突出。在奥运场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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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这种管材就是因为上述优点而被选作国家体育场的埋地生活用水管
材。 

对于柔性接口的 PVC 类管材的抗震性能，部分消费者还存在一些认识方面
的误区，误以为该产品的接头与其管材产品本身一样比较脆。但相关资料显
示，柔性接口的塑料管材，其抗震性能也是比较明显的。与 PE 类管道中的钢丝
网骨架塑料增强复合管一样，PVC 类管材产品的改性产品——PVC-M 管的抗
震性能与 PVC-U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据专家介绍，除塑料管材外，部分金属管道产品和混凝土管的抗震性能
也是比较突出的。金属管道产品中，离心球墨铸铁管由于其延伸性和抗震性能
突出，在遇到地形发生变化时，安装后的球墨铸铁管可沿轴线偏转 35 度，在地
震中的破损率非常低。根据相关行业协会提供的资料，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PCCP)的抗震性能也比较理想。 

据介绍，PCCP 管体为刚性管，而接头采用承插式，具有可挠性。所以，
在整体上属柔性设计，这使其成为防震性能良好的管材之一。该资料显示，
1999 年 9 月 21 日，我国台湾发生 7.3 级大地震后，相关部门对这次地震中公共
给水管设备的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所有管线中，只有 PCCP 没有任
何损害。在距离这次地震震中约 10 公里处，一条直径 4 米、长 3 公里的 PCCP
管线在这次地震中表现良好，基本没有受到损害。 

【我国塑料管材应走创新之道】 

我国塑料管材长久以来就是发展十分迅速的行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均体现出高速增长的迹象，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塑料管材市场的年增长率
已达 15%，位居世界第一，国内塑料管材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然而，在
塑料管材市场快速发展的背后，企业也有隐忧。 

行业分析师指出：由于塑料管材市场前景广阔，使得企业纷纷进入，较低的
准入门槛造成了市场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塑料管材必须走自主创新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虽然塑料管材近两年在我国的发展已是势不可当，但是也出现了一夜之间冒
出来几千家生产企业的现象，因此竞争压力十分巨大。经销商之间经常互相倾
轧，一些盲目打价格战的降价者引发了恶性竞争，部分跟进者由于规模小无法
获利，开始以次充好，影响了塑料管材市场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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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业本身也有诸多弊病，企业总体装备水平低、工艺技术相对落后，企
业依靠自有力量研究成功的加工工艺及研制出的塑料管材很少，与发达国家始
终保持着明显差距。目前国产塑料水管及管件以通用型产品居多，高端的塑料
管材应用仅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创新使我们的产品始终处在低端市场，产品营
销难以做大。当竞争日趋激烈时，很多企业陷入了渠道冲突、成本上升、收入
下降、客户投诉不断、满意度大幅度降低的困境之中。 

要解决塑料管材企业面临的困境，使这一产业沿着规范有序的道路持续快
速发展，当务之急，一是要加强市场秩序的规范和整顿，二则要求行业、企业
自身尽快走上以技术创新、质量为先的实质性改进之路。 

专家指出，虽然目前企业普遍感受到巨大的市场压力，但是新的机遇也蕴
含在市场之中。企业应努力研发高端产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工艺革新，设备
改进和自主设计，推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使我
国的塑料管材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国际资讯 

【新加坡房产税：每年都征税 价值按房屋年限计算】 

从 2011 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对房产税进行了改革，新的制度更加倾向于弱
势群体，对于年值低于 6000 新元的房屋免收房产税；年值在 6000 至 24000 新
元的，只对高出的部分征收 4%的税；而对于年值超过 24000 新元的房子，超过
的部分要缴纳 6%的房产税。 

新加坡是世界上公认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之一，也是没有产生房
地产泡沫的国家。新加坡模式的优点是政府主导住房供应，满足大部分住房需求，
最大限度压缩投机者炒房空间。 

大力推进住房保障在新加坡，民用住宅主要由政府组屋和商品房两部分组
成。其中，类似于中国经济适用房的政府组屋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也由政府统
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使用。 

因为居民购买组屋价格低廉，所以在转售和转租方面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按
照规定，屋主在一定年限内不得整房出租；5 年内组屋不得转让，也不能用于商
业性经营。新加坡还规定，一个家庭同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防止投机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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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业主出售购买时间不足 1 年的房屋，要缴纳高额的房产税，这对抑制
炒房和商品房价格暴涨非常有效。 

新加坡政府长期坚持以政府分配为主、市场出售为辅的原则，在房地产市场
上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既解决了大部分国民的住房问题，也有效地平抑了房价。
目前新加坡全国大约有 84%的人安居在组屋中，而商品房的购买者主要是收入
较高的二次置业者、投资者或者外国公民。 

房产税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主要税收来源，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税种，而且是
跑不掉的，有房子，就得交税，而且它是一种要素税，是对土地这种稀缺资源的
一种认可。 

新加坡坚持小户型、低房价原则，对购买自用房者实行税收优惠，对 10%
的最困难群体，政府提供补贴或廉租房。政府严格控制高价商品房的比例，对于
超过 100 平方米的“富人住房”，一律收取高倍的土地出让金及高倍的物业费。 

新加坡房产税每年征收一次，收取多少根据市场上房子租金来定 

比如拥有一套不到 70 平米(使用面积)的两室一厅，如果不住在这里，借给
或者租给其他人了，那么房产税这套房子年值的 10%，年值是政府定的，它通
常是你出租一个房间(注意不是整套)一年的租金。如果你也居住在这里，那么房
产税是年值的 4%。那么年值具体是多少呢？ 

如果房子的年值是 6900 新币，也就是说，政府认为自己住一个房间，出租
一个房间，所得到的收入是 6900 新币(比实际收入略少)，那么要为这笔收入缴
纳 4%的房产税，即便是你没有出租，也要缴纳这笔税款。 

6900*4%=272 新币，但政府有一系列的折扣，给那些小户型的拥有者，所
以实际缴纳税款是 82 新币，大约 400 人民币。这样一个房产税的计算办法，使
得小户型的人缴纳的税款较少，大户型和私人公寓就没有折扣了，他们通常要缴
纳 2-4 千人民币的新加坡房地产税。 

从 2011 年开始，新加坡房产税改革，制度更加倾向于弱势群体，凡是年值
(AV)低于 6000 新币的，免收房产税。那些年值超过 24000 新币的房子，超过
的部分要缴纳 6%的新加坡房地产税，所以有钱人多给一些，普通人少给一些，
这就是新政策的意图。总体数目上，政府不会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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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房产税按照房屋的年产值来计算 

新加坡的房产税是按照房屋的年产值来计算的，而年值是房屋每年可赚取租
金的净收入，也就是年租金减去物业管理、家具以及维修的费用。政府在房产税
方面体现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原则，即自住房产的房产税率是 4%，其他类型的
房产税率（如房屋出租者）是 10%。 

而对于小户型的业主，政府会在自住的 4%基础上再进行折扣。也就是说，
政府部门将根据你所拥有的房地产估算一个租金的年值，不论是组屋、私产，或
者是有地的房子。比如你拥有的一套房子，政府给你估一个年值，如果出租一年
能收 5 万新元，那么税收就是 5000 新元。 

在这方面，无论是组屋、私产还是其他的各种房产类型都没有任何区别，都
必须交 10%的房产税。惟一的区别是你可以向政府申请说这房子是我自己住的，
那就可以把税率降至 4%.也就是说即使是自住，房产税你也不能不交，只是可以
少交一些而已。 

每月需要缴纳 30 新币物业费 

除了房产税，房子每个月还要交纳 30 新币，大约 150 人民币的物业费，虽
然没有保安，但是社区的卫生还是需要有人打理的，那些花花草草也需要有人修
剪和喷药。 

新加坡一些不是很富裕的人会拖欠物业费，以前租房子的时候，房东竟然能
拖欠 1-2 年的物业费，还安然无恙地住着。自己一般一次预交一年的物业费，因
为可以刷信用卡，积分，换航空公司的里程。 

【英美油价：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对货币政策转变的担忧促使纽约油价与伦敦布伦特油价反向而行，8 月 20
日，纽约原油期货大跌 1.99%，更能代表国际原油市场的伦敦布伦特油价上涨
0.22%。市场人士指出，纽约原油与伦敦布伦特原油价差曾一度缩小至 1 美元/
桶以内，由于两地市场分化，原油价差将重新拉大   

纽约油：看美联储脸色  

8 月 20 日，纽约商品交易所 9 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1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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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于每桶 104.96 美元，跌幅为 1.99%。  

纽约油价主要受到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影响，近日市场担心美联储可能从 9
月开始逐渐减少资产购买规模，冲击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7 月份美国非农部门新增就业岗位 16.2 万个，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 7.6%降
至 7.4%。多位美联储官员暗示，随着 7 月份美国就业数据好转，美联储现在更
加接近实行退出政策的时机了，这也使得投资者担忧加剧。 

上海中期期货分析师李宙雷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9
月美联储会议的临近，市场炒作退出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预期逐步升温，
近期东南亚股市大幅下跌预示着资金开始逃离新兴市场，这或许是美国退出刺激
政策的信号。一旦这种预期落实，由流动性推升的全球大宗商品将受到明显的打
压，原油也包括在内。  

另外，纽约原油基本面也相对宽松，支撑油价力度减小。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表示解除墨西哥湾的飓风预警，纽约原油价格失去一定支撑小幅回落。美国和英
国石油公司此前表示，因为热带风暴已经退散，他们的海外工人开始返回位于墨
西哥湾的深海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缓解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部分担忧。新湖期
货分析师姚瑶指出，美国夏季油品消费旺季逐渐进入尾声，对油价的支撑可能将
减弱。  

伦敦油：受益中东局势  

与纽约油价不同，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更多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影响。8 月 20
日，洲际交易所 10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25 美元，收于每桶
110.15 美元，涨幅为 0.22%。  

8 月 20 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导人巴迪亚被捕的消息传出，该国形
势再度趋紧。自 8 月 14 日埃及过渡政府对聚集示威的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发动
清场行动以来，埃及各地不断爆发严重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此外，伊拉克
安全形势趋紧态势也未得到缓解，伊拉克警方 8 月 20 日说，伊拉克当天发生多
起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12 人死亡、94 人受伤。与此同时，利比亚石油行业的劳
资冲突状况进一步升级。  

高盛集团分析师 Jeffrey Currie 指出，利比亚原油供应中断的时间比预想要
长得多，恐怕短期内仍无法得到解决，如果军队插手，情况将变得更加混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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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预计伊朗核问题谈判将持续至今年秋季，原油价格将获得支撑上扬。  

李宙雷指出，由于炼油及输油装置受到严重破坏，伊拉克及利比亚的原油产
量及出口量大幅下滑，即使后期装置得以恢复，短期内两国的原油供应将受到很
大影响。此外，埃及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原油供应的不确
定性。  

未来价差或保持高位  

此前，纽约原油与伦敦布伦特原油价差曾一度缩小至每桶 1 美元以内（7 月
19 日纽约油价仅较布伦特原油期价低 2 美分）。但此后价差重新拉大，目前维
持在每桶 5 美元左右。  

李宙雷指出，两地价差重新拉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最近几周的
数据来看，美国炼厂的开工率有所下滑，部分炼厂开始调整成品油的类别，从目
前以汽油生产为主逐步转向为冬季取暖油的生产做准备，这导致对纽约原油需求
减少。另一方面，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面不断扩大，导致布伦特油价的走
势偏强。正是由于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纽约、伦敦两地原油价差重新拉大。  

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董丹丹认为，两地市场分化，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因地
缘政治因素维持高位震荡，但进一步上行的空间有限，除非埃及国内原油开采、
运输中断。李宙雷认为，地缘政治对油价有支撑作用，但除非中东局势进一步恶
化，否则，油价在目前价位很难继续走高。董丹丹认为，待埃及事件平息后，伦
敦布伦特油价跟随纽约原油跌回前期震荡区间的概率较大。 

董丹丹还指出，纽约原油期货市场的投机买盘已经逐步回落，资金不再看好
原油上涨。这也反映了美国国内供应充裕的现状，该国产量达 24 年高位。美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公布的周度持仓报告显示，在截至 8 月 13
日的一周内，对冲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将原油净多仓位削减 17%，至 58516
张期货和期权合约，创下今年 6 月 25 日以来的最大降幅。李宙雷担忧，一旦美
国退出 QE 政策落实，那么这种现象将更为严重，原油期货短期内将遭受更明显
的抛售。 

行业数据 

【杭州质监：2013 年 2 季度建筑管材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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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新闻网消息  2013 年 2 季度，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抽查了全市
34 家企业生产的 70 批次建筑管材，其中电工套管 26 批次，给水用聚乙烯（PE）
管 1 批次，建筑用聚氯乙烯管材 23 批次，建筑用聚氯乙烯管件 12 批次，聚丙
烯（PP-R）给水管 8 批次。结果合格 67 批次，合格率为 97.1%，与去年同期的
92.3%相比，提高了 4.8 个百分点本次依据相关标准，对建筑管材的标志、外
观、物理性能和使用安全性能等进行了检测。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是杭州余杭区瓶窑金瓶塑料制品厂生产的名旺牌建
筑排水用硬聚氯乙烯管材（规格：φ110*3.2mm，生产日期及批号：20130105）
密度和拉伸屈服强度不合格。该两个项目不合格的排水管抗冲击性能差，在搬
运、安装、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脆裂和断裂。原因主要是个别企业在生产中添
加过量碳酸钙等填充料，或混料不均，成形温度和挤出工艺控制不当造成的。  

二是杭州建通塑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林克牌 U-PVC 阻燃电工套管（规格：
GY.305-20，生产日期：2013.02.10）抗压性能不合格。抗压性能不合格的电工
套管耐压能力低，受压后易变形，丧失保护管内电线电缆的作用。不合格原因
主要是个别企业使用不合格原料、产品配方比例控制不好，辅料添加量过多，
对成形温度、速度等工艺过程控制不严，导致产品抗压性能不合格。  

三是 1 批次给水用聚丙烯(PP-R)管材标志项目不合格，表现为规格及尺寸
标注不符合标准要求。 

【HDPE 塑料管材的发展前景 】 

塑料管材具有性能优异、安全可靠、安装方便、技术成熟、不腐蚀、寿命
长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室内外给排水、建筑给排水、燃气管、排污管等广阔
领域。尤其是高密度聚乙烯（HDPE）塑料管材，具有耐热、耐老化、机械强度
高，耐环境应力开裂性、抗蠕变性能好、韧性刚度适当等诸多优点，其各项技
术指标均可达到国际和国家有关标准要求，与现在使用的钢管相比，成本可降
低 12%左右，工作寿命可达 50 年（钢管一般为 20 年），而且维护费用低。市
场对 HDPE 管材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非民用建筑项目的资金
投入的增加。未来，HDPE 管将在现今以混凝土管（水泥管）和金属管为主导的
非民用建筑项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在 HDPE 管的所有应用中，占据份额较大的是天然气输送，而在
公路和街道建筑用排/给水管应用方面所占的份额要小得多。与传统的管材相
比，这种塑料管材的采购成本和安装费用更低。由于 HDPE 管材比其他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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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成本更低、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
来，市场对 HDPE 管材的需求量将会保持持续增长。 

实讯快报 

【近期地块交易结果】 

地块编号 SJTG2013-07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沈本大道西、30 米规划路北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0 

竞得总价（万元） 1254.656000  

成交日期 2013-08-16 

竞得人 沈阳威斯乐酒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G2013-17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沈营公路东 30 米规划路北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0 

竞得总价（万元） 876.844000  

成交日期 2013-08-16 

竞得人 辽宁裕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G2013-20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白清街道台沟村 2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0 

竞得总价（万元） 16.559000  

成交日期 2013-08-16 

竞得人 沈阳市兴发园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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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SJTG2013-21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白清街道台沟村 1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0 

竞得总价（万元） 150.423000  

成交日期 2013-08-16 

竞得人 沈阳市兴发园农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SJTG2013-14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四环路南、金属产业园 30 米规划路西
1 号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292 

竞得总价（万元） 1168 

成交日期 2013-08-13 

竞得人 沈阳东宝海星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1 

地块名称 蜡化 4 号路-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2 

竞得总价（万元） 270.106052 

成交日期 2013-08-14 

竞得人 沈阳富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32 

地块名称 麦子屯 2013-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21 

竞得总价（万元） 6210 

成交日期 2013-08-12 

竞得人 沈阳东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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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皇姑 2013-02 

地块名称 怒江北街延长线东（北地块一）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292 

竞得总价（万元） 54193.940525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抚顺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皇姑 2013-03 

地块名称 怒江北街延长线东（南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051 

竞得总价（万元） 10748.876535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沈阳益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皇姑 2013-04 

地块名称 怒江北街延长线东（北地块二）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292 

竞得总价（万元） 7822.053274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抚顺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KF2013-002 

地块名称 于洪区沈北路北 1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21 

竞得总价（万元） 28923.115894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沈阳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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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YHKF2013-003 

地块名称 于洪区沈北路北 2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831 

竞得总价（万元） 20555.735332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沈阳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XC2013-02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51-4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227 

竞得总价（万元） 5872.517715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黄恩 
 

 

地块编号 沈北 2012-046 

地块名称 101 国道西侧-79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3471 

竞得总价（万元） 1504.47024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辽宁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35 

地块名称 华山路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397 

竞得总价（万元） 5977.053492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辽宁亿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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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13-036 

地块名称 教育局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487 

竞得总价（万元） 5964.054804  

成交日期 2013-08-09 

竞得人 辽宁亿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43 

地块名称 浑河二十五街-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34 

竞得总价（万元） 198.635667  

成交日期 2013-08-06 

竞得人 沈阳逸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28 

地块名称 珍珠巷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306 

竞得总价（万元） 2,881.872768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辽宁金厦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29 

地块名称 百花集团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600 

竞得总价（万元） 75,059.615400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中国新兴置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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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13-030 

地块名称 田义村地块二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112 

竞得总价（万元） 62,854.876339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沈阳荣盛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31 

地块名称 田义村地块三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500 

竞得总价（万元） 99,482.480000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沈阳荣盛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32 

地块名称 田义村地块四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2540 

竞得总价（万元） 43,244.338200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沈阳荣盛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33 

地块名称 银山路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3300 

竞得总价（万元） 13,457.467980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沈阳鼎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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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2013-034 

地块名称 高官台 37 号（热源厂）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032 

竞得总价（万元） 9,069.282432  

成交日期 2013-07-31 

竞得人 沈阳市第二热力供热公司 

 

地块编号 大东 G-22 

地块名称 辉山大街东－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2 

竞得总价（万元） 2000.151062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沈阳联明机械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XC2013-03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75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887 

竞得总价（万元） 41,466.851041  

成交日期 2013-07-30 

竞得人 沈阳汇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XC2013-04 

地块名称 于洪新城 66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928 

竞得总价（万元） 36,297.368994  

成交日期 2013-07-30 

竞得人 沈阳格林豪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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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YHKF2013-008 

地块名称 于洪区兰台村 1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157 

竞得总价（万元） 2,462.481686  

成交日期 2013-07-30 

竞得人 沈阳东兴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KF2013-011 

地块名称 于洪区造化村 1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702 

竞得总价（万元） 1,050.752898  

成交日期 2013-07-30 

竞得人 沈阳五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6 

地块名称 SXB01-01-03-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40 

竞得总价（万元） 9030.206336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7 

地块名称 SXB01-01-0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05 

竞得总价（万元） 5928.093315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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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3058 

地块名称 SXB01-01-12-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05 

竞得总价（万元） 6641.876205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0 

地块名称 SXB01-01-12-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05 

竞得总价（万元） 6048.694845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3 

地块名称 SXB01-01-06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11 

竞得总价（万元） 7732.885415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45 

地块名称 SWJ01-03-13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60 

竞得总价（万元） 7136.10588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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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3046 

地块名称 SWJ01-03-08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21 

竞得总价（万元） 5154.895127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4 

地块名称 SWJ02-01-04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28 

竞得总价（万元） 20122.43251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5 

地块名称 SWJ02-01-0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28 

竞得总价（万元） 8585.632692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颐和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38 

地块名称 SWN01-01-02-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86 

竞得总价（万元） 10878.97717 

成交日期 2013-07-29 

竞得人 天洁集团沈阳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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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G-1329 

地块名称 SWN02-01-09-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539.17955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格丽窗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30 

地块名称 SWN02-01-09-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890.80001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广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31 

地块名称 SWN03-01-10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3584.72373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34 

地块名称 SWN02-01-03-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410.00216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德氏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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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G-1333 

地块名称 SWN02-01-03-3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2947.89636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德氏冷饮食品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23 

地块名称 CZG02-02-0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3116.81073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东方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24 

地块名称 SHN11-01-45-0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143.244440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天久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TX2013-04 

地块名称 第二水泵厂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3900 

竞得总价（万元） 23671.14516 

成交日期 2013-07-26 

竞得人 沈阳久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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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GH2012-07 

地块名称 于洪区光辉畜牧场二分场三队六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604 

竞得总价（万元） 6,473.148030 

成交日期 2013-07-23 

竞得人 沈阳中泰汇通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YHKF2013-012 

地块名称 于洪区白沙街 36 号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5037.784765 

成交日期 2013-07-18 

竞得人 联恒工业（沈阳）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A10-06 

地块名称 大观苑回迁安置房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680 

竞得总价（万元） 30254.34384 

成交日期 2013-07-12 

竞得人 沈阳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25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五号路-2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4984.663606 

成交日期 2013-07-1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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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JK2013-128 

地块名称 浑河二十一街-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7270.069209 

成交日期 2013-07-1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29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七路-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2652.547612 

成交日期 2013-07-1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33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六号路-30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989.355394 

成交日期 2013-07-1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34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六号路-3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4241.767283 

成交日期 2013-07-1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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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大东 G-26 

地块名称 建设路南地块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660 

竞得总价（万元） 995.28396 

成交日期 2013-07-10 

竞得人 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东盛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G)2013-002 

地块名称 102 国道东侧-25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321 

竞得总价（万元） 1319.8236 

成交日期 2013-07-10 

竞得人 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TX2013-05 

地块名称 电力机械厂 C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3700 

竞得总价（万元） 11997.6792 

成交日期 2013-07-09 

竞得人 沈阳家润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沈北 2013-005 

地块名称 102 国道东侧-26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938 

竞得总价（万元） 2719.38394 

成交日期 2013-07-09 

竞得人 沈阳迪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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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JK2013-30 

地块名称 浑河十八街-20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25 

竞得总价（万元） 3327.110550  

成交日期 2013-06-25 

竞得人 沈阳东方银座莱茵城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32 

地块名称 浑河十八街-2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45 

竞得总价（万元） 11317.259240  

成交日期 2013-06-25 

竞得人 沈阳东方银座莱茵城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24 

地块名称 赤山路北-1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812 

竞得总价（万元） 65070.139838  

成交日期 2013-06-25 

竞得人 广东美的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2013-025 

地块名称 赤山路北-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752 

竞得总价（万元） 86081.646720  

成交日期 2013-06-25 

竞得人 广东美的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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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TX2013-03 

地块名称 肇工街十一路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3112 

竞得总价（万元） 4014.80427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陈文生 

 

地块编号 SJT2012-67 

地块名称 苏家屯区桂花街西、金柳路北地块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975 

竞得总价（万元） 13601.016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市苏家屯区房屋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191 

地块名称 十四号街-13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543.73106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2-194 

地块名称 细河九北街-1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625.858441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辽宁弘牧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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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JK2013-3 

地块名称 八号街-2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2534.576109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沈西物流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8 

地块名称 细河十北街-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881.925487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20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五号路-1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762.998275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金运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34 

地块名称 沈西十二东路-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989.977327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普利司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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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JK2013-116 

地块名称 浑河十五街-2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4799.074085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21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三路-27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490.559394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22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三号路-28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1878.460844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JK2013-123 

地块名称 开发二十三号路-29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481 

竞得总价（万元） 733.17868 

成交日期 2013-07-02 

竞得人 沈阳开达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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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G-1321 

地块名称 CLB03-01-11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1217.89107 

成交日期 2013-07-01 

竞得人 沈阳富虹植物油股份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22 

地块名称 CLB03-01-0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2289.11829 

成交日期 2013-07-01 

竞得人 沈阳富虹植物油股份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05 

地块名称 CLB02-01-06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3800.00019 

成交日期 2013-07-01 

竞得人 沈阳海为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G-1319 

地块名称 SWN01-02-04 

竞得单价（元/平方米） 570 

竞得总价（万元） 2362.29261 

成交日期 2013-07-01 

竞得人 沈阳航空锻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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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3047 

地块名称 SWJ02-02-02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20 

竞得总价（万元） 17315.689680  

成交日期 2013-07-24 

竞得人 辽宁鑫山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48 

地块名称 SWJ02-02-06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16 

竞得总价（万元） 12027.332916  

成交日期 2013-07-24 

竞得人 辽宁鑫山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1 

地块名称 SWJ02-03-09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16 

竞得总价（万元） 16361.828298  

成交日期 2013-07-24 

竞得人 辽宁鑫山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52 

地块名称 SWJ02-03-15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716 

竞得总价（万元） 16320.985653  

成交日期 2013-07-24 

竞得人 辽宁鑫山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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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L-13031 

地块名称 SHN06-01-13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1414 

竞得总价（万元） 14430.167647  

成交日期 2013-07-24 

竞得人 沈阳万锦红树湾置业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 DL-13037 

地块名称 SHN03-02-19 

竞得单价（元/建筑平方米） 995 

竞得总价（万元） 11445.681015  

成交日期 2013-07-24 

竞得人 同方联合（沈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