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产调控政策紧密关系
楼市走向，社会对此高度关
注。近期一些城市取消部分区
域限购、推出人才安居购房，被
误读为“调控松绑转向”，市场
敏感性可窥一斑。

2018 年调控政策有啥“硬
招”？稳楼市关键棋子落在哪
儿？近期，住建部、国土部、央
行、银监会陆续召开年度会议，
其中对今年房地产调控都做了
部署。

调控目标不动摇 力度不放
松

兰州、南京、合肥等地近期
对购房政策进行了局部微调，
引发市场对房地产政策将松绑
的无限“遐想”。

实际上，定向取消限购、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落户政策支
持、租房落户只是部分城市“针
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政
策”的最新政策注脚，从严调控
仍是各部门合力保持楼市平稳
健康发展、坚持“房住不炒”的
政策基调。

“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
度不放松”，住建部明确，要保
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格执行各
项调控措施。

“严”还表现在对住宅用地
的规划上。国土部表示，国土
资源处于供给端的重要位置。
住宅用地是保障住有所居的、
不能用来炒作投机，将强化分
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制定住
宅用地中期规划和三年滚动计
划。

我国房地产市场在人群需
求和地域特点上存在明显差异
性，各城市、各地区之间的市场

情况不一样，甚至一个城市内
不同区域的住房供求状况也千
差万别。过去一年，有的三四
线城市从库存积压变为房价上
涨，有的三四线城市库存规模
依然较大。

针对这些差异，住建部强
调，要抓好房地产市场分类调
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
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
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
要加强市场监测分析，提高精
准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库存
仍然较多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和
县城要继续做好去库存工作。

夯实长效机制 深化住房制
度改革

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
商业银行近期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杭州等人口净流入城
市“试水”住房租赁市场，阿里、
京东等电商平台成为住房租赁
领域“新玩家”……

“租购并举”作为房地产长
效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住房租赁市场的“一池春水”正
在被日益完善的住房制度设计
所激活。

住建部表示，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深化住房
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
正在祭出“实招”：“政府垄断住
房用地”格局将改变，房地产开
发商也不再是一手住房的唯一
提供方。

国土部明确，将研究制定
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城市规
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
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
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改革试点，完善促进房地产健
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

央行工作会议部署，2018
年要完善住房金融体系，建立
健全住房租赁金融支持体系。

为补齐住房租赁“短板”、
扫清市场障碍，住建部将大力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
租赁，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
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推进国有租赁企业的建设，
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
企业发展，加快建设政府主导
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加
快推进住房租赁立法，保护租
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

防范化解风险 加大房地产
监管力度

信贷资金借通道为房地产
企业融资、消费贷变“首付贷”
变相流入楼市……尽管近年来
我国采取了不少房地产调控政
策，但仍有不少资金通过各种
手段流向房地产市场，提高了
杠杆率，加大了市场风险。

对于房地产市场风险，必
须进行有效监管、防范、化解，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
展。央行和银监会2018年主要
工作任务中，在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上均加大了对房地产的监
管力度。

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天然容
易加杠杆，具有“买涨不买跌”
的特征，容易出现顺周期波动
和超调，需要针对这种特性进
行逆周期调节。央行提出，
2018年要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
审慎管理，银监会强调要严控
个人贷款违规流入楼市。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
展，还有赖于良好的市场环
境。机构违法违规操作势必会
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住建部
明确，要加大房地产市场秩序
规范整顿力度，始终保持高压
严查态势，严厉打击房地产企
业和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今年稳楼市有啥今年稳楼市有啥““硬招硬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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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董红慧 唐雅 文/摄）2
月 10日，紫院公馆盛大“开院”，销
售中心风雅启幕，为东台人带来一
场饕餮人居文化盛宴，现场高朋满
座，气氛热烈，慕名而来的众多来
宾站着也要一同见证这一重要时
刻。紫院公馆以东台城的中国院
子的姿态，宣告东台一个新的高端
人居纪元正式开启。

开院现场，喜庆的舞狮表演，
寓意着祥瑞带来好运，唯美的中国
风舞蹈，演绎着国色天香，川剧的
变脸绝技，让人匪夷所思，一幕幕
精彩的演出，使得在场观众目不转
睛，掌声不断，更有 HUAWEI-
Mate10 Pro、小米平衡车等豪礼，
新春福礼包等精美礼品令来宾满

载而归，开心不已。
比舞台节目更加吸引人的是

紫院公馆销售中心内部。销售中
心内部的布置，好似一场时光倒流
的精神盛宴，移步换景，皆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雅韵，尽展庭院深深万
千芳华。沙盘旁、户型模型旁、接
待区……人头攒动，络绎不绝。来
宾们仔细研究着项目的优势、每个
户型的特点，销售顾问忙个不停为
客户悉心解答。

紫园地产，高端人居践行者，
不忘初心，深耕东台。东台城的中
国院子，承东台千年文脉，汇西溪
生态灵秀，集北海一路繁华，将天
地大美藏于一院，是礼献东台人的
一次人居盛宴。

紫院公馆盛大“开院”
开启人居新纪元

润 洋 壹 品 住 宅
小区位于惠阳路南
侧，由江苏润洋控股
集团东台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图
为小区一景。

记者 王灿侠 摄

在近几年交房的新小区中，不
少户型设计主卧带卫生间或衣帽
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主卧带卫
生间好，还是衣帽间好呢？

如果家庭人口较多，只有一个
卫生间肯定会影响居住体验，建议
主卧带卫生间。如果是三代同堂
共同居住，也建议主卧带卫生间，
这样可以保护私密性，同时家里来
客人也可以主卫、次卫分开使用，
互不干扰。

如果不属于上述情况，可以考
虑将主卧的卫生间改成衣帽间，增
强收纳，提升居住体验。如果家里

常住人口少于四口人，衣物收纳需
求大，可以考虑将主卧卫生间改成
衣帽间。但有不少业主认为，一般
情况下，主卧自带的卫生间已经预
埋好上下水管线，衣帽间中经常会
听到上下楼邻居的冲水声会影响
使用感受。设计师说，这个问题可
以通过使用吸音棉或其他降噪材
料包裹管道来解决。此外，如果要
将卫生间改为衣帽间，需要在这一
卫生间做好闭水试验，确保不存在
漏水问题。还需要增加排风扇，保
持空间不受湿气侵扰。

衣帽间、卫生间
主卧带哪个更好？

2018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继
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1月份，政策
效果显现，市场整体平稳运行，
各线城市成交环比均有不同程
度下降。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监测
的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18.09%，超八成城市环比下降，
同比则上升 19.22%。月内，一
线及二三线代表城市成交量环
比呈现不同程度回落态势，政
策效果持续显现。

环比来看，23个城市下降，
长沙降幅最明显，为61.02%，北
京次之，降幅近6成；环比上升
的城市中，西安和泉州升幅明
显。同比来看，20个城市上升，
泉州上升幅度明显，宁波次之。

分各线城市来看，一线城
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27.92%，
其中北京、广州降幅较大，均超
30% ；一 线 城 市 同 比 下 降
2.65%，北京降幅显著。二线代
表 城 市 成 交 面 积 环 比 下 降
18.97%，同比上升 23.89%。三
线代表城市成交面积较上月下
降6.25%，同比上升18.70%。

“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
度不放松，保持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
国指数研究院相关分析人士认
为，“从1月份地方省市密集召
开的政府工作会议来看，加快
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
设，增加土地供应、优化供应结
构，加大租赁市场供地力度、多
渠道筹措租赁房源，将是各地
2018年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

制的工作重点”。
月内，各地陆续召开住房

城乡工作会议，部署今年住房
工作任务。其中，福建、山东、
四川、甘肃、湖北、青海等省份
表示，2018年将综合运用立法、
土地、金融、行政等手段，分别
从制度改革、结构调整、政策调
控、土地供应、金融监管、风险
防控等方面出台措施，大力发
展住房租赁市场，扎实推进新
一轮棚改工作，多渠道解决群
众住房难题，抓好房地产市场
分类调控，推动建立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1月16日，国土资源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复意见，原
则同意沈阳、南京、杭州、合肥、
厦门、郑州、武汉、广州、佛山、
肇庆、成都等11个城市利用集

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实施方案。这也意味着第一批
部署的13个试点城市全部进入
实施阶段。

中 指 院 分 析 人 士 认 为 ，
2017年以来，中央积极构建购
租并举的住房体系，先后出台
多项政策鼓励住房租赁市场发
展。2018年各级地方政府都会
积极响应租赁政策的落实和发
展。未来，租赁住房、共有产权
房等保障性住房以及商品房将
成为住宅市场的三驾马车，共
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以及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

“据初步估算，到2030年我
国租赁人口将达2.7亿，市场规
模将达4.2 万亿元，是目前的4
倍以上，足见未来租赁市场的
空间巨大。”该人士指出。

1月份超八成城市楼市成交量环比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