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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点点房房价价涨涨66倍倍，，原原价价9966，，现现在在668888
高考期间宾馆生意火热，考点附近都订满了

记者了解到，今年高考，历下、市
中、天桥、槐荫、历城5个区共有16个考
点，考点多数延续了往年情况。而中
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周边房价大涨价
的情况也已存在多年。

不少家长表示，由于中高考对孩
子非常重要，所以都想给孩子提供好
的条件助考。“房价涨一些是可以，涨
太多了也没办法，还是得住。”市民于
女士说。但刘先生希望，能有物价部
门对高考期间学校周边宾馆价格进
行限制。“毕竟城市越来越大，交通又
拥堵，高考住宾馆已经很普遍，一味
涨价给一些条件一般的家庭会带来
不小的负担。”刘先生说。

29日，济南市物价局相关工作人
员解释，宾馆房间定价很多年前已放
开，物价部门不再干预，由市场竞争决
定。“宾馆可以自主定价，也可以随市
场情况调整价格，但是必须明码标价，
充分告知入住者。”该工作人员说。

近日，有家长反映，临近高考，有考点旁的宾馆已涨到近700元一晚。记者调查发现，高考中考期间，考点附近宾馆房价普
涨一倍左右，网络订房的优惠价已取消。而离市区较远的考点更是涨幅惊人，有的已涨6倍。济南市物价局工作人员解释，宾
馆房价早已放开由市场决定，宾馆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但必须明码标价，提前告知。

本报记者 王皇

房价由市场决定

但必须明码标价

“济钢高级中学边的酒店，平常
不到100元一晚，中高考那几天一晚
就要700多元，考试时间2天半，住3晚
就得2100元，这也太贵了。”近日，市
民刘先生反映，孩子高考的考点济钢
高级中学旁的宾馆价钱高得离谱。

“稍微涨点价可以理解，但是涨这么
多就太夸张了。”刘先生说。

29日，记者电话咨询紧挨济钢高
级中学的济南桑园商务宾馆，宾馆工
作人员表示，高考期间的6日、7日、8日
和中考期间的11日、12日、13日房价都
是统一价688元。而且高考期间房间已
全部订出。中考期间剩余的房间也不
多，大床只剩2间、标间也只剩三四间。

而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该宾馆
5月30日、6月1日的大床房、标间均是
96元一间，豪华间、三人间则260元。
688元一晚的价钱比平时高了6倍多，
贵了592元。

工作人员介绍，688元的价钱并
非第一年，历年的中高考时都是这个
价。而且多数家长在年前时已开始交
钱订房。

“年前时还不知道在哪个学校考
试，很多家长在每个可能的学校边都
订一间。等知道在哪里考的时候，再
转让出去，而且也非常好转。”该工作
人员说，现在高考考生已经知道考场
在哪，所以变更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平时房价90多元

一气儿涨到688元

“济钢高级中学在历城
区桑园路，紧挨学校的宾馆
比较少。所以价钱才这么
贵。”刘先生说。记者调查发
现，价格离谱的一般是紧挨
学校的宾馆，离学校约1 . 5
千米的宾馆则价钱稍合理。
济钢高中北边1 . 5千米的莫
泰168旅店高考期间的房价
比平时贵100元。但该宾馆
高考期间230多间房间已全
部订出。

宾馆更多、交通更方便的

市区考点学校周边宾馆高考
期间房间也多数已订完，不过
价钱涨得更少一些。

山师附中林馨苑宾馆高
考两天半的房间总价是1200
元，价格比平常原价贵一倍，
不过已订满。省实验中学对面
的圣豪商务宾馆则仅剩大床
房，268元一晚，住3晚也需804
元。学校旁的涵思泉宾馆也
268元一晚，但工作人员说，年
前100多间房都已订出。

济南中学附近的文秘

培训中心宾馆高考期间房
间也已满房，房间定价328
元，比网站日常价格200元
一间贵128元。稍远一些的
如家宾馆八一店高考期间
房间也在两天前订完，标间
则259元一间，比平日网站
订购价约贵80元。

但也有别的宾馆情况不
同，记者走访发现中考期间多
数考点旁的商家均表示还有
余房，部分价钱会比高考期间
便宜二三十元一天。

市区考点宾馆多数都已订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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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附近的居民也打出广告
牌，把自己家改成午休房。(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配股遇资本市场寒流

5月28日开市前，恒大宣布

停牌，市场即传出其配股的消

息。外电报道称，恒大拟以先旧

后新方式配售7 . 476亿股，每股

配售价介乎6 . 22港元至6 . 36港

元，较5月27日收市价6 . 91港元

折让8%-10%，集资最多47 . 6亿

港元。

“此前恒大股价一路飙升，

市场对其股份的需求比较大，加

之大股东自身持股比例高，配股

稀释股份的影响有限，所以市场

对其配股并不惊讶且接受度较

高。”一位投行人士透露，“当

日配股开始后，资本市场反应积

极，短短几小时即获得数倍超额

认购。”

但是，沪港两市却在当天出

现罕有的寒流，A股市场风云突

变，沪指在冲击5000点大关未果

后 急 转 直 下 ， 收 盘 跌 幅 高 达

6 . 5%，创年内第二大单日最高

跌幅，更有527只个股跌停，创

近年来跌停数之最。与此同时，

港股亦表现极差，恒指全日大跌

2 . 23%。“这是资本市场的重大

突发状况，恒大此时停牌配股，

可谓始料不及、生不逢时。”一

位市场观察人士表示。

知情人士更透露，箭在弦上

的恒大当日唯有当机立断，以更

大的17 . 95%的折让价配股，保

证在大势冲击下获得足额认购。

“恒大需要完成既定的配股计

划，因为这是战略决策，配股能

增强其资金实力，也能降低负债

水平及利息成本，提升盈利能

力。”

复牌遭做空机构偷袭

5月29日，恒大发布公告，

宣布将配售8 . 2亿股新股，配售

价5 . 67港元，所得款项净额约46

亿港元，随后恒大股票恢复交

易，但开盘即低开16%，报5 . 8

港元，其后跌幅进一步扩大，单

日大跌26 . 92%，收市报5 . 05港

元，股价创逾一个月新低。

分析师认为，恒大股价创纪

录大跌，主要是受前日沪港股市

整体大幅下挫的冲击，“补跌”

势能影响，亦因高折让配股引起

了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特别

是在此波大跌中，国际做空机构

‘趁火打劫’了这支股票，扮演

了重要角色。”

众所周知，国际做空机构无

利不往，一直意图做空中国经

济、中国房地产，特别是股本

多、股价潜力大、流通比例大的

恒大等内房龙头股，被认为是做

空目标“上上选”。据了解，恒

大总股本超150亿股，每天的交

易量非常大，是一般香港上市公

司的10倍以上，被称为“基金大

球场”，对冲基金做空后可借助

活跃的成交迅速平仓获利。

翻查近月记录，恒大股价自

沪港通以来持续攀升，于5月5日

创新高至8 . 4港元高位，股价是

年初低位3 . 34港元的2 . 51倍。

“一直押注恒大股价下跌的做空

机构被深度套牢，此次两地股市

齐深度下挫，恒大又不得不高折

让配股，为做空机构提供了难得

一遇的解套机会，因此全力做空

恒大。”一位知情人士分析指

出。

由此看来，正是受沪港股市

大跌、高折让配股、国际做空机

构偷袭等三大利空因素的叠加影

响，恒大股价遭遇了罕见的大

跌。

59亿巨资抄底接盘

资本市场总是危险和机遇并

存。恒大股价大跌，接盘资金却

也在巨量涌入。数据显示，恒大

29日复牌交易当天的成交额高达

1 0 5亿港元，高居当日港股之

首。除去配股46亿港元，剩下59

亿港元的成交额极其巨大，其中

通过沪港通买入的金额更是卖出

金额的1 . 54倍。

有分析师指出：“买入金额

远超卖出金额，说明主力和散户

都在抄底，投资者仍看好恒大的

基本面，看好其业绩、规模、品

牌，等待一次大翻盘。”

“恒大股价5 . 29的大跌主要

受偶发的、不可抗的市场因素影

响，利空效应为短期。恒大配股

属公司利好，投资者看重的基本

面仍向好。”该分析师补充。

“做空机构此次可谓全力一

搏。”另一位业内资深分析师更

指出，“59亿成交额说明做空力

度极大而接盘资金更大，本来一

只股票在如此做空压力下就算不

沦为几毛钱的‘仙股’也难逃

‘腰斩’，而恒大居然固守5港

元大关，可见巨量资金源源不断

涌入，空方拼尽全力击不穿其股

价铁底，且再无弹药继续，可谓

如意算盘落空。”

股价波动

无碍恒大发展战略

早前，国泰君安、海通证

券、新加坡大华继显等7家国内

外龙头券商已发布11份恒大地产

研报，详细分析了其发展，给予

买入、增持或推荐评级，目标价

最高已至25 . 46港元。

恒大的进取态势尽管令部分

国际投行“不能理解”，但却给

大量投资者以信心。今年前 4

月，恒大销售额高达4 5 6 . 6亿

元，据称恒大内部更定下48天大

上100个项目的目标，图谋新一

轮强攻，并不在意外界“激进”

的评价。

事实上，自2009年上市，恒

大股价低位徘徊了5年，恒大业

绩却狂飙了5年。对许家印和他

的恒大来说，战略上的发展比纸

面上的股价波动，哪个更实在？

答案已不言自明。

(刘文倩)

59亿天量资金抄底护盘

恒大发展战略获机构和散户认可
5月29日，一路高歌猛进的恒大地产(3333 .HK)遭遇资本市场的黑色一天，股价大跌，跌幅达26 . 92%，虽然未及“腰斩”的惨烈，但已

创下恒大上市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作为沪港通明星股，恒大怎么了？一时间引发资本市场的强烈关注。笔者梳理了恒恒大停牌、复牌、收

市的两天，试图还原其股价大跌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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