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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地市

楼市调控

“加码升级”
北上广深政策全面实施“双认”
新华社广州 3
月 19 日电 据不完
全 统 计 ，自 2 月 28
日以来，截至记者发
稿时，过半月已有近
20 个市、县、区相继
出台限购或限购升
级措施。这其中既
有北京广州这样的
一线城市，又有河北
涿州、浙江嘉善这样
的受外溢效应影响
的环一线三四线城
市，以及南京、杭州、
青岛等热点二线城
市。新一轮调控“加
码升级”，将如何影
响未来楼市？

3 月 17 日，北京出台新政策，要求“居民
家庭名下在本市已拥有 1 套住房，以及在本市
无住房但有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
房贷款记录的，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
例不低于 6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
比例不低于 80％。”这意味着，北京的二套房
首付门槛已为全国最高。
17 日晚间，广州也出台新的调控政策。
如果说去年 10 月 4 日广州出台的调控政策是

对 2013 年 11 月的
“穗六条”的重申，那么此次
新政策是名副其实的“加码升级”。非户籍人
口购房门槛从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 3 年延长
至 5 年；成年单身或离异人士也只能限购一
套，
剑指
“假离婚”
购房漏洞。
“从上海到深圳，从北京再到广州，认房
又认贷已在四大一线城市全面实施。政策工
具具有趋同性。”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
研究员李宇嘉说。

责编/康凯 组版/唐小妹

福建南平市常务副市长
廖俊波因公殉职
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新华社福州 3 月 19 日电（记者刘旸、
王成）据福建省南平市政府 19 日消息，18
日傍晚，南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廖俊
波同志在下乡途中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
因公殉职。
廖俊波，1968 年 8 月出生，曾任福建省
南平市政和县委书记。2015 年 6 月，廖俊
波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别把安全当儿戏

北京野生动物园
仍有游客在虎区下车

环一线周边城市限购圈加速形成
以北京为中心，
3 月以来，河北涿州、保定
涞水县、
张家口崇礼区、
石家庄等4城相继出台
限购政策。环上海区域的浙江嘉善县则对新
房、
二手房全面限购，
明确在全县范围内暂停向
在嘉善县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县户籍居

民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房。
“河北涿州、
涞水县
和浙江嘉善县等出台调控新政策，
表明京沪一
线城市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放大。
”
同策咨询研
究部总监张宏伟说，
本轮调控已从一线城市、
热
点二线城市，
扩展到一些三四线城市区域。

热点城市政策“补丁”添加不断
被业界称为楼市“四小龙”的南京明确，
从 3 月 16 日起，南京户籍家庭全面限购第三
套住房，而非户籍居民限购范围则扩大至高
淳、溧水、六合三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南
京自去年 8 月、9 月、10 月接连收紧楼市政策

相关新闻
北京市教委：
“过道学区房”
不能作入学条件
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记者梁
天韵）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日前做出回应，
近期有报道称“过道
学区房可作为入学
资格”为不实信息，
北京坚持免试就近
入学原则，
“ 过道学
区房”不能作为入学
资格条件。
北京市教委相
关 人 士 表 示 ，2017
年北京义务教育入
学工作近日将启动，
凡符合法定年龄的
北京户籍适龄儿童，
均须按区教委划定
的学校服务片参加
学龄人口信息采集，
免试就近入学。

后，再一次加码调控。而已两次出台楼市调
控的郑州则明确，凡属补缴且补缴日期在 3
月 17 日之后的社保证明、个税完税凭证不再
作为购房的有效凭证，对 2 月“补缴算数”的
规定予以修正。

部分三四线城市寻求“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是当前工作的总基调。记者梳
理相关调控政策发现，面对限购带来的需求
外溢，一些三四线城市在处理“ 活”起来与
“火”起来之间体现出“稳字当头”的特征。如
石家庄、赣州在调控中并未实施全域限购，而
是选择在中心城区稳步推进，对非本市户籍
居民家庭的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有一定限

制，缴纳持续时间要求并不高。
“部分三四线
城市限购说明其进入了‘去库存’和‘控房价’
双轨并行的模式，
但去库存依然是三四线城市
核心要务，
限购也主要是针对局部区域的。
”
易
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三四线
城市面对
“火气”
蔓延，
如何处理好
“活”
与
“火”
的关系，
对去库存和稳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在白虎观赏区下车的游客
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声明，3 月 19
日上午 10：20 左右，在白虎观赏区一家
人停车后下车观赏，现场工作人员按规定
立即上前劝阻，游客未听从劝阻，该区域
当值值班经理约 2 分钟后到达，经劝阻，
游客上车继续游览。未发生涉及游客的安
全事故。
（据新浪新闻）

二手房受限 环一线区域压力加剧
中央明确指出，
“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因
城施策去库存。
严跃进表示，从措施上来看，本轮调控主
要对非户籍人口的购房资格进一步收紧。
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几个月，北京、广州
等地二手房价格上涨速度明显超过新房，甚
至出现“价格倒挂”现象，因此新一轮限购升
级首当其冲的是二手房市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如果执
行目前的调控政策，
房价较难出现上涨趋势。至
于调整的幅度，
则要参考信贷政策。
“目前开发商
的资金情况比较优良，
降价的意愿不太强烈。
”
此外，随着京穗再次加码调控，
“外溢”势
能继续增大，环一线周边区域调控压力进一
步加大。记者在广州采访了解到，由于增城、
从化仍不限购，18 日当天，不少购房者涌入
增城新开楼盘。

市场期待调控长效机制出台
面对房价上涨压力，地方政府落实楼市
调控的主体责任愈加艰巨，市场期待楼市调
控的长效机制尽快出台。一些地方住建部门
负责人称，
“ 环比不增长”成为地方调控的主
要目标，但限于地方事权，地方政府在楼市调
控中只能通过户籍、社保年限、首付成数等进

行调控。
“长效机制涉及金融、税收、土地财政等
宏观政策法规，需要从国家层面尽快理顺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衔接，才能让地方
政府在落实主体责任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珠三角一位住建局长说。

人社部：

推动
“放管服”改革
治理
“挂证”乱象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执业药师
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出去牟利
的现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
人近日表示，人社部将治理“挂证”乱象作
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
督促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同时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这位负责人说，近年来，有关部门逐步
加大清理打击“挂证”行为的力度，
“ 挂证”
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还没有被根
治。这位负责人说，要加强联合抽查。集
中查处一批、曝光一批，
“挂证”严重的要对
当事人、当事企业、违规中介、主管部门追
责。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