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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调控“打地鼠”

为长效机制建立争取时间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上周，三亚、海口、河北、南京等地

楼市限购再度升级。其中，三亚和海口

要求外省人买首套房需省内社保证

明， 河北则将环京重点地区外地人购

房社保年限提至 3 年， 而南京除了新

购住房取证后 3 年内不得转让外，还

要求新房销售公证摇号， 成为继上海

后第二个摇号买房的城市。

自北京 3·17 开始的这轮史上最

严楼市调控风暴持续快两个月了，市

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以全国房价最

坚挺的北京为例， 目前的状态是成交

低迷、观望浓重、价格松动、部分中介

关门。 深圳、上海、广州等多个热点城

市楼市也已经降温。

据记者初步统计，两个月来，有超

过 60 个城市出台了近百调控措施，范

围不仅一、二线，更多三、四线甚至热

点城市周边的区县也加入进来， 内容

从限购、限贷到限价、限售，再到限离

婚购房、 限商住等等。 目前各地仍在

“打补丁” ，全方位封堵任何炒房的可

能性，从而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政府此轮调控房价的决心不能低

估，调控与房价之间正在上演“打地

鼠” 游戏，即哪里的房价有过快上涨苗

头，哪里就会被调控按住。

近来大热的海南楼市就是最好的例

证。 之所以在海南出台全省范围内的限

购政策后， 海口和三亚迅速出台更严厉

的“补丁”政策，正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前

期房价上涨过快。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3 月份，海口新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

最高，三亚第三；而 2 月份时，三亚新房

价格领涨全国。

海南只是全国楼市调控大军中的一

员，这个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并且会不断

升级“打补丁” 。

从已出的调控措施看， 更多的仍是

以“限” 为主的行政手段。 有人认为，

“限制性措施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

一旦未来限制措施取消， 房价还不得飞

上天？ ” 有的地方甚至因限制性措施产

生了一些违规行为， 比如因政府限价导

致新房的预售价格甚至低于周边二手

房，一些“网红” 楼盘一房难求，由此滋

生了收取“房号费” 等变相涨价的现象。

这也是近期上海、 南京等地加强市场监

管，要求新房销售需要公证摇号，并进一

步打击开发商及代理中介变相涨价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原因。

从当前的市场形势看， 这些限制性

措施显得非常有必要， 可以理解为快速

稳定市场的应对之策，是过渡性办法，未

来需要逐步用市场手段调控取代行政手

段调控。 也正是为了避免“取消限制后

房价飞涨” 的现象，并为市场手段调控

打好基础， 政府正在加快形成房地产调

控的长效机制， 只是这个长效机制的建

立需要时间， 而这个时间是用那些短期

调控争取来的。因此，在长效机制没有出

台之前，短期的行政措施不会放松。

可以预见，这轮房价“打地鼠” 游戏

将延续一段时间，到今年下半年，这一轮

的调控效应将逐步显现， 届时供求关系

可能发生变化，房价可能稳中略降，投机

炒房的人可能会在房价下降前将手中的

房子出手，市场上的房源将有所增加，购

房人的选择将会更多， 房地产市场将趋

于理性。

习近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为3000亿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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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席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的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

核心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

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强调，人类社会正处在一

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4

年来，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

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

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

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一带一路”

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

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顺

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

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 我们要乘

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一，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

路。 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

结盟的伙伴关系。

第二，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

路。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

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

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

果大共享。 要深入开展产业合作；要

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

保障体系， 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要

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

一体的联通，扎实推进六大经济走廊

建设，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完善跨

区域物流网建设；要促进政策、规则、

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

第三，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

路。 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

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

于开放发展的环境， 推动构建公正、

合理、 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

系。 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

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

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

全球化。

第四，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

路。 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建设

21

世

纪的数字丝绸之路。 要促进科技同产

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为互联网

时代的各国青年打造创业空间、创业

工场。 要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共同

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

路。 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

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愿同

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 开创合作共赢

新模式，建设和谐共存大家庭；将推动已

达成协议的务实合作项目早日启动、早

见成效；将加大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

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

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 规模预计为

3000

亿元人民币；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

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

项目； 将积极同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

经贸伙伴关系，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

易网络，中国将从

2018

年起举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

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

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

园区合作、技术转移

4

项行动；帮助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

织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将设立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

立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促进中心，合作设

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能力建设中

心，打造人文合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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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价格刷新23个月新低

最强猪周期盈亏点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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