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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上海、深圳、南京、合肥、杭
州等地楼市调控纷纷升级。除了“打补丁”和

“组合拳”式完善政策，深圳、上海等地把严格
落实规定作为调控的重点，严查各种违规行
为，从罚款、征信等方面对违规市场主体进行
责任追究。

针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局部楼市过热苗
头，国家主管部门迅速行动，亲赴一线指导。
行业协会及时发声，立即行动。深圳、上海精
准打击，合肥、杭州提前出手，北京等发布告
诫提醒。

2020年上半年以来，某些地方借纾困之

名，调控政策执行力度略有减弱，导致个别城
市出现过热苗头。从 2020 年 6月至 7月开
始，相关城市调控持续加码。从企业融资三
道红线到住房贷款集中度管理，国家房地产
金融调控更趋严格。

无论是 2020年年中还是今年年初出现
的过热苗头，主要集中在人口流入规模大、疫
情防控和经济表现好、民间资本市场活跃的
城市。本轮市场过热苗头的出现是由炒房带
头、投资及消费跟随所导致的。

从炒房的情况看，炒房策略主要围绕“打
新”等套利机会，一方面利用调控政策缝隙，

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进行炒作。另一方面是
违反政策规定，通过相互串通的方式进行炒
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政策环境和市
场条件下，炒房空间越来越小，风险和损失则
将越来越大。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
房地产调控尤其是抑制炒房的制度和机制越
来越严密，政府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的决心
更加坚决。目前，在供给过剩地区炒房者已
经被套或出现亏损，对于工薪炒房者来说更
是难以承受损失。

在投资产品有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以及大城市住房问题突出的背景下，要坚持

“房住不炒”的定位，巩固调控成果，确保楼市
长期稳健发展，完成“住有所居”的目标。

首先，进一步完善调控政策。一是完善
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重点城市的楼市指标尤
其是先行指标的变化，及时分析原因、发出预
警和做出响应。二是扩大调控范围。针对新
房、二手房价差的套利炒房行为，尝试对二手
房市场采取必要措施。三是完善调控政策。
精准打击炒房的同时满足刚需。四是严格执
行政策，做到有规必依、执规必严和违规必究。

其次，加快基础性配套改革。加快住房
供给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发挥
抑制投机、扩大租赁市场供给、支持财税和土
地制度改革的多重效应。

再次，实施新市民安居工程。目前热点
城市保障性住房供给，很难满足规模巨大且
快速增长的新市民的住房需求。因此，建议
切实扩大和加快新市民的住房供给，大城市
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更需加大供给力度。

来源：新华网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力促楼市稳健发展

建筑绿色宜居，城市才能低
碳。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建设大力
推广绿色建筑，2020年内新开工建
设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比例达25%
以上，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新建建
筑面积50%以上。

有关资料显示，全国70%以上
碳排放来自城市，近1/3来自大型
建筑耗能。2010年起，中国启动了
首批低碳城市试点，在之后的几年
内，全国有 81 个城市被设立为低
碳试点城市。这些地方通过优化
能源结构，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实现了绿色全要素生产力提
升。反映到具体的城市规划建设
中，推广绿色建筑是重要内容之
一。

绿色建筑是指在全生命周期
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建筑。中国自1992年巴
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以来，颁布了若干相关纲要法
规，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发展。20余
年来，有关绿色建筑的相关法规不
断完善，评价标准迭代出新，不同
地区针对自身情况对绿色建筑提
出了具体相关要求。

2017 年，杭州被列入全国 28
个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之

一，自此，全市共计实施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示范项目 46 个，共减少
碳排放 38722 吨 。在这些数据之
后，是杭州为建设绿色城市的不断
努力。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加装光
伏发电系统、改进公共机构照明系
统、对厨房排油烟机加装智能变频
控制系统等，有效减少了碳排放，
为公共建筑节能减排注入“绿色活
力”。

坐落于黄浦江东岸的上海中
心大厦总高632米，它不仅是中国
第一高楼，也是一幢节能减排的绿
色建筑。通过空中大厅的设计，降
低整座大楼的供暖和冷气需求；旋
转不对称的外部立面使风载降低
24%，减少了大楼的风力负荷，使
其能经受台风的考验；与传统直线
型建筑相比，“上海中心”的内部圆
形立面使其眩光度降低了14%，减
少了能源消耗，这在提高经济可行
性的同时也对保护环境大有裨益。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
了《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随着这
一管理办法的发布，未来绿色建筑
将经过单位申报、形式审查、专家
评级来确定标识星级，绿色建筑的
分级管理将更加规范。

来源：人民网

绿色宜居 美好生活

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
记者从上海市政府获悉，2021年，上海将聚
焦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具体来说，经济上，上海将加快发展在线
新经济，聚焦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电商平

台等重点领域，布局一批在线新经济生态园，
建设一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同时，
大力推进一批新基建重大项目，拟新建5G室
外基站8000个。

生活上，上海聚焦教育、健康、文化、社区
等方面，将加快建设面向人人的优质数字教

育资源库，提升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智慧
养老等服务能力，加快博物馆、美术馆、旅游
景区等文旅场馆智慧化升级。并且，还要新
建一批智能新型社区基础设施，注重提高智
能技术无障碍服务水平，助力老年人、残疾人
跨越“数字鸿沟”。

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上海“两
张网”建设有力推进。2020年，上海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实名用户数从1024万增加到
4416万，日均办事17.3万件，网办率58%、提
高 30.3 个百分点，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三
级平台、五级应用”架构基本形成，整合信息
系统1182个，归集公共数据超过390亿条。

2021年，上海将深化“一网通办”，实现
公共服务事项接入基本覆盖、高频事项“一件
事一次办”基本覆盖，加快打造“网购型”政务
服务城市。同时，深化“一网统管”，加快智能
传感器布设，像绣花一样精细管理城市。推
动“两张网”融合发展，促进数据汇聚共享、业
务相互赋能、功能深度融合。

来源：新华网

上海继续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入冬以来，为确保极寒天气下天然气的
安全稳定供应，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芜
湖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春娟和同事们24小
时紧张待命，一点不敢松懈。

“通过物联传感设备远程监控管道安全，
实时感知管道内压力变化，大数据智能分析
发现故障，系统会自动报警，极大减轻了我们
的安全生产压力，有助于保障市民温暖过
冬。”李春娟说。

数据融通共享、科技创新赋能、智慧网格
联动，中国快速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让城市成
为可感知、会思考、有温度的“智慧生命体”。

819.5 公里燃气管网、714.1 公里供水管
道、254公里排水管网、201.5公里热力管网、
58.51公里地下综合管廊……清华大学合肥
公共安全研究院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
测中心的电子大屏上，合肥市密如蛛网的城
市地下管线被以不同颜色标注，呈现出城市
脉动的曲线。

依托覆盖全市 2000多公里地下管网的
上万套物联网传感设施，以及大数据、云计算
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城市的“心跳”
在这里被实时感知、监测和分析。

随着城市建设更新步伐的加快，“藏”在

城市地下空间的管网设施越来越复杂，这些
“隐秘”的基础设施关联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
活，一点点“不起眼”的风险隐患，都足以威胁
到整座城市的安全。

“系统24小时严密监测，每天采集分析
500多亿条数据，自动排查不同级别的安全
隐患，向相关部门发送预警。”清华大学合肥
公共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振强说，监测中
心与合肥全市20多个部门、企业实现数据共
享，对城市安全进行整体监测、动态感知、实时
预警和部门联动，全天候守护城市“生命线”。

从数字化、智能化再到智慧化，善解人意
的“城市大脑”，离不开发达的“神经系统”。

在安徽，由江淮大数据中心省级总平台、
行业部门分平台和地市子平台构成“城市大
脑”的网状“神经系统”，来自社会治理、经济
运行、公用事业服务等各领域的海量数据，在
这里分门别类经过“清洗”加工，由分散变为
交互共享，形成支撑“城市大脑”高速运转的

“脑细胞”，赋能城市“智”理。
“全省政务数据已实现100%归集，经济

数据和社会数据归集率分别达到 94.98%、
87.18%。我们逐步推动全社会数据有序开
放共享，赋能‘城市大脑’，在养老、交通、旅

游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场景应用，提高群众生
活的幸福指数。”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上下班路上的交通拥堵，对都市有车族
来说，堵车更“堵心”。

在今天的合肥市，基于交通大数据分析
打造的城市交通“超脑”，可快速对路面车流
量进行“思考”研判，实现交通信号智能调度，
有效降低交通拥堵。交通部门数据显示，工
作日高峰时段，合肥市内畅通路段比例提升
约6%，15平方公里示范区范围内通行效率
提升10%。

从“多点开花”到“集中连片”，随着一座
座数据“孤岛”的打通，数据在跨部门、跨行
业、跨地域之间共享、融通，瞄准现代城市痛
点、难点的各种场景应用不断延伸、拓展、集
成。

城市更智慧，生活更便捷，治理更精细。
一网通办、长三角无感漫游、电子证照互

信互认……数据开放促进社会共治。在长三
角地区，政企协同在创新应用中推动数字技
术迭代发展，不断催生新技术、新应用、新业
态，协同描绘“数字中国”新蓝图。

来源：新华网

可感知、会思考、有温度，这是智慧城市的“心跳”

青砖灰瓦的传统建筑、梅兰竹
菊的精美砖雕、摆满特色吃食的老
字号橱窗……走进全新亮相的东
四北大街，扑面而来的是纯正的古
都京韵。日前，北京东四南、北大
街环境整治提升主体工程已基本
完成。恢复性修建，是北京老城保
护、也是这片历史街区的重要更新
理念。

参照老照片，“绣花”式还原

在推进东四南、北大街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中，北京市东城区着力
塑造“京韵、大市”的城市风貌。在
设计上，秉承“保护性修建、恢复性
修缮”的理念，以上世纪 60年代、
90年代的老照片为参照，以“修旧
如旧”的“绣花”功夫，赋予老街历
史文化内涵，让老街重现古都历史
风韵。

老城保护房屋修缮的技术要
求被严格落实。古建专家、文物部
门形成联动，对设计方案、施工工
艺、工程选材和整治效果予以指
导。

坐落在东四北大街 492 号的
“精时钟表店”，是一处比较有代表
性的老建筑，传统的勾连搭建筑样
式，是典型的“前店后厂”“前店后
居”。钟表店建筑的侧墙面，采用
的是“五进五出”砌法，整体建筑美
观讲究。但改造前，其北面老砖墙
外面被涂了一层水泥砂浆。为此，
改造时特意找了老师傅对水泥砂
浆进行细致的手工清洗打磨。

“精时钟表店”门窗调整的依
据，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电影
《风筝》里找到的。这是新中国第
一部中外合拍的彩色儿童故事片，
电影中的一段街景，为建筑外立面

和门窗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东四南、北大街修缮中，共

使用了86万块“老砖”、18.2万块旧
瓦，旧材回收利用率达43%，翻建
各类宅门39座，保护性修缮16处
历史建筑及文保单位。

一家一设计，一户一方案

为了展示细节，避免同质化，
落实沿街建筑“一家一设计，一户
一方案”，此次改造提升中，设计师
为居民和商户提供了12种挂檐板
纹样、20余种女儿墙样式、20余种
背板牌匾设计和48种门窗修缮方
案，使用干摆、丝缝、淌白等各种砖
墙勾缝工艺，以及“黑红净”“铁红”
等多种院门配色及门板楹联。

完成改造的东四北大街432号
永安堂药店，选用刻字纹样，利用
油饰和鎏金勾边工艺，将“实与名
副 财以道生”的古训刻在挂檐板
上，不仅把老字号诚实守信的经商
传统融入建筑风貌中，还保留了传
统拍子式铺面房样式。

东城区还鼓励“统规自建”，东
四北大街44号吴裕泰茶庄改造后
的店铺外观由精致的铜板构件及
实木柱廊组成，青砖灰瓦的主体建
筑与大街整体风貌保持一致，门头
上方传统手工砖雕和通透的现代
化玻璃幕墙交相呼应，将传统与时
尚相融合。

此外，为了重现历史上的“大
市”风貌，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委托
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在北京市
规划院与北京工业大学责任规划
师联合团队的指导下，公开招募设
计师，发起“东四南大街橱窗提升
项目”，为东四南大街上的商户设
计、更换橱窗。来源：新华网

北京东四南北大街环境整治提升主体工程完工，留存古都特色

老城改造如何“修旧如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