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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樓價飆 續嚴格限購
住建部：
「去庫存」仍是重點 打擊違法違規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全國兩會前夕，內地一線城市樓價暴漲。
住建部部長陳政高昨日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開幕式時對媒體表示，住建部對此情況高
度關注，四個一線城市已經採取相關措施
嚴格限購措施。他並透露，目前內地房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力
爭今年進出口額不下降」，全國人大代
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胡春華 5 日在北京稱，廣東要遏
制進出口下滑勢頭，鞏固和擴大國際
市場份額。
廣東外向型經濟經過 30 多年的發
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015 年
廣東經濟總量突破 7 萬億元人民幣，繼
續領跑內地。但與此同時，廣東外貿總
值連續兩年下降，2015 年下降幅度更
是從2014年2.5%上升至3.9%。

產市場庫存量達到 7.18 億平方米，「去庫
存」仍是今年重點任務。
政高坦承，2016 年 1、2 月份，一線城市房
陳價變化非常大，住建部已關注到這個情況，

並與四個直轄市保持着密切聯繫和溝通，四個城
市也正在想方設法穩定市場。「從穩定市場的角
度，今年一線城市將重點做好四個方面的工
作。」陳政高說，一是繼續實施嚴格限購政策以
及差別化的稅收信貸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應面
積，並對外及時披露土地供應信息；三是增加中
小套型供應數量，特別是搞好保障性工程建設；
四是打擊市場交易中的違法違規行為，正確引導
輿論，主動發聲，以穩定人心、穩定預期、穩定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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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市場平穩發展

一線穩定樓市措施

陳政高介紹，房地產形勢和走向，既要看特點，
也看基本條件。從特點上看，目前內地房地產市
場，銷售情況已由負轉正，城市間的分化嚴重，待
售面積太大，庫存量達到 7.18 億平方米，因此中央
將「去庫存」列為今年的五大重點任務之一。從基
本條件看，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城
鎮化進程沒有變，城市居民特別是新市民的住房需
求沒有變。「今年的房地產市場能夠平穩發展，我
對此充滿信心。」

1.繼續實施嚴格限購；
2.增加土地供應面積；
3.增加中小套型供應，
搞好保障性工程建設；
4.打擊違法違規交易。
資料來源：記者馬靜 整理

拆圍牆仍需法律配套
此外，全國政協委員、住建部副部長易軍，就
全國熱議的拆圍牆問題接受採訪時表示，這目前
只 是 一個 方 向 ， 還 有 很 多 細 則 、 法 律 法 規 來 配
套。易軍說，這個政策並非突然提出，經歷了國
內外的差異對比，上下認真徵求意見，這是一個
方向，中國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對於民眾巨
大的反應，他說之前想到民眾會在意，但國內媒
體把這個事情炒得更厲害了。對於拆除圍牆涉及
物權法可能帶來糾紛，他表示會尊重廣大民眾，
依法辦事。他表示，會多注意疏導、注意宣傳，
對未來的發展理念進行宣傳和溝通，來爭取民眾
對這一政策的支持。

姑娘怒斥號販 衛計委主任感謝

春 節 前
夕，一條在
北京某醫院
拍到的「東
北女孩在京
怒斥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熱傳。
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昨日在十二屆
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式結束後對媒體
表示，要感謝那位姑娘，姑娘一聲
吼，推動老大難問題解決。她並表
示，要會同公安部門共同整治「號
販子」問題。
李斌表示，解決「號販子」這個
老大難問題，要靠組合拳。她說，
衛生系統現在已 經 和 公 安 系 統 合
作，在北京、上海、廣東採取積
極行動打擊號販子，並保持高壓
態勢，同時衛生系統也加快推進
信息的聯網，真正實現實名制。
另外還要靠倒逼改革，要加快分
級診療制度的建立，改善醫療服
務，推廣預約診療服務。「目前
各級醫療機構都積極推進了這方面
的改革，隨着機制的落實，「長風
破浪會有時」，這個老大難問題一
定會解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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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深化粵港澳合作

胡春華稱，廣東要加快推進新一輪
高水平對外開放，爭創開放型經濟新優
勢。要以更大的力度和全球的視角推動
對外開放，不斷提高全球配置和整合資
源能力，鞏固和擴大對外開放優勢。
「要推動外經貿向高端突圍，着力培育
一批具有較強實力的本土跨國企業。」
胡春華說。他表示，要高水平建設廣東
自貿區，繼續深化粵港澳合作，突出東
南亞、南亞和南太戰略重點方向，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加強與歐美等發達
國家和地區直接合作，加快構建對外開
放新格局。
胡春華還表示，今年經濟下行壓力
比較大、穩增長調結構任務很重，綜合
各方面因素，確定廣東全省經濟增長預
期目標為7%至7.5%。
在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
面，胡春華稱，廣東要扎實做好「三去
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
桿、降成本、補短板），今年要完成
2,333 家國有關停企業的市場出清，化
解250萬平方米商品房庫存等。

代表委員籲完善金融扶貧



■李斌表示，要會同公安部門共同
整治「號販子」問題。 記者馬靜 攝

胡春華：扭轉粵外貿下滑

■廣東外貿總值已連續兩年下降。圖為蛇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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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房價穩定，今年四個直轄市仍將實行

■閆冰竹
本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兩會報道）扶
貧攻堅是「十三五」重頭戲，「精準扶貧」
也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話題。
全國人大代表、央行副行長陳雨露 5 日表
示，金融扶貧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扶貧手段，
在一些地區已經探索出初步的成功經驗，
「十三五」期間應繼續完善推廣，助力扶貧
攻堅戰。
陳雨露表示，「金融扶貧就是金融真正與
農村的產業優勢相結合，同時利用農村與農
戶這樣一個熟人社會裡潛在的信用比較優

勢，投入金融資金，以一個相對比較可承受
的利息負擔來支持農村產業發展。」

倡貧困地區建金融機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表
示，在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的
骨幹、引領作用的同時，應組合使用金融、
財政和稅收等優惠政策，通過提供長期低成
本資金、設立扶貧再貸款、實行比支農再貸
款更優惠的利率以及建立、健全風險補償機
制等措施，鼓勵和引導大型國有銀行、股份

李稻葵搭地鐵踐行環保
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昨日
結束後，趕着坐地鐵的記者
們在地鐵站外發現一個熟悉
Հ 
的身影，再看原來是全國政
協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教授李稻葵，有女記者趕緊上前攔住李委員，抓
住這個難得的機會採訪。
每年兩會，李稻葵的出行都是標新立異，去年李委員
一身勁裝騎一輛炫酷電單車現身駐地，被攝影記者拍下
後爆紅網絡。今年，李委員索性放棄電單車改乘地鐵出
行，身體力行踐行綠色環保理念。
記者們笑到：「在天安門廣場和大會堂沒有堵住經
濟學家，沒想到坐地鐵，還撿了一個大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രݣ

■李稻葵搭地鐵出行
李稻葵搭地鐵出行，
，踐行環保理念
踐行環保理念。
。
記者馬靜 攝

中國有望建養老金增長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
成在兩會期間表示，儘管國家財政收入增幅在
減緩，但並不會減弱對養老金的支持力度。伴
隨數萬億元結餘的養老保險基金從今年開始進
行投資運營，以及部分國有股劃轉的落實，都

為養老金開闢了新的來源，這有利於建立正常
的養老金增長機制。
鄭功成還表示，養老金只提供經濟來源，卻無法
自動解決老年人所需養老服務等問題。作為世界上
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規模最大的國
家，中國更需要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制度體系。

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到貧
困地區開設網點；同時放寬貧困地區金融機
構的准入限制，鼓勵民營資本在貧困地區組
建民營銀行、社區銀行、村鎮銀行、扶貧小
貸公司等金融機構。
閆冰竹指出，應立足精準扶貧的具體要求，
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化技術手段，加強和完
善貧困地區信息系統的建設，同時積極推動貧
困地區建立、健全信用體系，進一步深入推廣
信用村、信用戶評定工作，並對評定對象在貸
款利率、期限、額度等方面給予優惠。

韓長賦：飯碗要端在自己手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
道）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就糧食進口問題
對媒體回應說，糧食進口增加主要原因
是國內糧食成本高，價格高於國外，競
爭力較弱。
「農民進城後，農村資源配比會相
對更合理，進城務工農民可以增加收 ■韓長賦
入，留下來的農民也可以通過經營更
多耕地來增加收入，城鄉互動是互補的。」韓長賦說，整體看
中國農村勞動力還是多的，糧食安全還是有保障的。
但是他同時強調，目前糧食進口也只佔到小部分，總體方
針還是根據國家資源配置需要適度進口，但不依賴進口。
「我們有十幾億人，人人要吃飯，大米、白麵還得靠我們自
己。糧食生產任何時候都不會放鬆，中國人的飯碗還得端在
自己手裡，飯碗裡還得是自己的糧食。」

劉士余：全力保護股民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兩會報道） 中國證監會新任主席
劉士余昨日下午參加湖南團第二次全體會議時回應媒體提問表
示，作為證監會主席，他將盡自己最大努力，忠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法律，保護廣大股民合法權益。他指出，目前首要任務
就是監管，因為只有監管才能保證改革的措施順利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