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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連夜加碼 收緊公積金貸款

博鰲論壇本周舉行 張高麗出席開幕式

16城加碼限購 樓市再啟調控潮
學者：各地政策不斷落地 有效緩解市場恐慌

滬新樓上周成交面積創年來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進入3月，內地樓市迎來了一輪

新的強力調控。截至目前，已有包括

北京、廣州、江蘇南京、河北保定等

內地16個城市啟動或升級了樓市限購

限貸措施，其中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

市全部執行「認房又認貸」政策，大

都市圈周邊過熱三四線城市亦強化了限

購政策。學者分析指出，「遏制熱點城

市房價過快上漲」已被寫入2017年政

府工作報告之中，顯示出決策層穩樓

價的決心，隨着各地樓市調控政策不

斷落地，將有效緩解現階段市場恐慌

情緒。

部分城市限購措施
一線城市
■北京：執行認房又認貸，無房但有貸款記

錄，普通住宅首付款比例不低於60%，非
普通住宅首付款比例不低於80%；全面停
發25年以上貸款。

■廣州：非戶籍人口購房門檻從連續繳納社保
或個稅3年延長至5年；成年單身或離異人
士限購一套住房等；二套房認定收緊至「認
房又認貸」。20日晚間廣州住房公積金管
理中心發佈新政，規定家庭名下在本市無住
房但有已結清住房貸款記錄的，申請公積金
貸款時購房首付款比例不低於40%。

二線城市
■浙江杭州：擴大限購範圍；非戶籍人口購
房門檻提高至繳納社保或個稅3年內連續
2年。

■湖南長沙：暫停對在限購區域內已擁有1套
及以上住房的非戶籍家庭出售新建商品住
房。

■江蘇南京：擴大限購範圍；暫停向已有1套
及以上住房的非戶籍家庭出售新房或二手
房；主城區已有2套及以上戶籍家庭不得購
買新房或二手房。

三線四線城市
■安徽滁州：購買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不低於

40%，三套房首付比例不低於60%。

■海南三亞：購買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不低於
50%，第3套及以上停貸。

■河北保定：暫停向擁有主城區3套及以上的
戶籍家庭出售主城區住房，暫停向擁有主城
區1套及以上的非戶籍家庭出售主城區住房。

整理：記者 馬琳

在去年內地樓市經歷驚人漲幅後，多個熱
點城市紛紛出台限購措施，但樓市火爆

程度並未能有明顯減緩。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
的數據顯示，2月份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達到了56個，數量明
顯增加，且二手房市場回暖跡象明顯。

北上廣深全採「認房又認貸」
「一些熱點城市要切實擔負起防止房價上漲
過快的責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透
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房地產的修改
內容不少，其中就特別補充了「遏制熱點城市
房價過快上漲」的內容。
顯然，樓市持續高燒不退已經觸及決策層的
容忍線。據記者不完全統計，進入3月以來，
已經有16個內地城市出台了新一輪樓市調控
政策。這其中既有一線城市北京、廣州，又有
江蘇南京、浙江杭州、山東青島、河南鄭州、
河北石家莊、江西南昌、湖南長沙等熱點二線
城市，以及河北保定、張家口崇禮區、涿州，
浙江嘉興嘉善縣，江西贛州，海南三亞，安徽
滁州等三四線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限購
限貸措施可謂史上最嚴。在購房資格方面，四
大一線城市已經全部將非本市戶籍人口的准入
門檻提高至連續繳納個人所得稅或社會保險5
年；信貸方面亦全部進入「認房又認貸」（貸
款買樓時，只要借款人名下有樓或有樓貸紀
錄，都被界定為二套房或以上。）時代。
另外，越來越多受一線城市需求外溢效應影
響的三四線城市加入了限購大軍。河北涿州、
保定、張家口，安徽滁州，海南三亞，浙江嘉
興嘉善縣，江西贛州等三四線城市近期均啟動
限購或提升首付比例。

上半年樓價指數走勢料平穩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夏丹認為，市
場不應低估決策層對房地產調控的決心，從當
前形勢來看，不論是一二線還是三四線城市，
凡是出現脫離居住需求、樓價漲勢較猛的情況
都可能招致調控措施迅速跟進。她強調，樓價
漲幅排名居前的城市，以及城市圈溢出效應導
致樓價上漲壓力明顯增大的熱點三四線市縣
區，特別是環京的河北諸多市縣區，環深的東
莞、惠州，環滬的昆山等，接下來都有升級限
購限貸的可能性。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此輪調控風
潮的背景依然是樓價過快上漲，除了加碼限購
外，差別化信貸是這輪調控新的着力點。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則認
為，隨着政策效應的釋放，部分城市樓價上漲
過快的現象有望減少，上半年全國70城市樓
價指數走勢有望處於平穩運行區間。

3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
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習近
平指出，當前，中美關係發展面臨重要機
遇。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成為很好的合作夥
伴。只要雙方堅持這個最大公約數，中美
關係發展就有正確方向。這一表態有助於
推動中美兩國關係朝着積極的方向平穩過
渡與發展。
蒂勒森此次訪華還有鋪墊性質。雙方將

按照兩國元首通話精神，精心準備下階段
兩國元首及其他級別的交往，確保重要高
層交往順利、成功、富有成果。這向世界
發出清晰信號：中美可以並正致力於構建
合作夥伴關係，以減少中美關係未來的不
確定性，防止誤判。
自去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

中美之間一直保持密切溝通，高層互動不
斷，雙方就中美關係達成重要共識，對下階
段中美關係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2月10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
話時指出：中美兩國發展完全可以相輔相
成、相互促進，雙方完全能夠成為很好的合
作夥伴。搞好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
利益，也是中美兩個大國對世界的應有擔
當。特朗普表示：發展美中關係受到美國人
民廣泛支持。我相信，美中作為合作夥伴，
可以通過共同努力，推動我們雙邊關係達到
歷史新高度。
蒂勒森在訪華期間多次重申：美方願本

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
精神發展對華關係，不斷增進美中相互了
解，加強美中協調合作，共同應對國際社
會面臨的挑戰。這與中方倡導的新型大國
關係內容完全吻合。可見，雙方都以「合
作夥伴」界定中美關係，期待雙邊關係有
更大的發展。
中美關係要獲得更大發展，還需要克服

「吃虧」心理。如美國有一種觀點認為，

在中美交往中，中國獲得了巨大的好處與
發展，而美國卻連連遭遇挫折，美國「吃
虧」了。其實不然，這一關係不存在誰吃
虧的問題。中美在冷戰時期共同反對蘇聯
威脅，「9．11」事件後共同反恐，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共同拯救世界經濟，都
是雙方合作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中美關
係持續前進的動力所在。新世紀中美關係
的戰略基礎需要從過去的反對外部威脅，
向構建一個共贏的新世界的範式轉化。
「中國夢」的實現需要穩定發展的中美

關係；而美國的「重新偉大」也需要穩定
發展的美中關係，兩者具有廣泛的利益匯
合，其核心就是合作共贏，這便是中美關
係新的戰略基礎與動力。跳出零和觀念的
窠臼，聚焦合作，中
美可以辦成許多有利
於兩國和世界的大
事。

合作是中美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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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 阮宗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博鰲報
道）以「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為主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將於
本月23日-26日在海南博鰲舉行，吸引來
自50個國家和地區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張高麗將於25日應邀出席本屆論壇年
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全國政協副主
席、香港特首梁振英已確認出席，並將在
論壇期間與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會晤。
當今世界全球化遭遇嚴峻挑戰，一些

逆全球化思潮引起廣泛關注。圍繞全球化

的未來，本屆論壇以全球化、增長、改
革、創業創新與新經濟、文化等多個板塊
等方向設置了44場分論壇、17場圓桌會
議，與會嘉賓將圍繞「逆全球化對策何
在？」、「中國改革如何穩中求進？」、
「金融如何改進全球經濟治理？」、「科
技和共享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等議題
進行探討。
作為年會舉辦地，海南今年主題活動
豐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海議題分
論壇，該分論壇將在「21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倡議和推動泛南海區域共同發展的
框架下，進一步推動環南海周邊主要城市
和港口的互聯互通，從而整合資源，推進
區域經濟融合和海上合作。來自印尼、泰
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新加坡、
韓國、印度、澳洲、加拿大、台灣等10
多個國家和地區70餘名代表將出席本屆
南海議題分論壇。
本屆論壇引起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共有來自31個國家和地區的195家媒體
共1,082名記者和媒體人士的註冊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帥誠及中國
證券網報道）據廣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昨日消息，廣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發佈
新政，規定家庭名下在本市無住房但有已
結清住房貸款記錄的，因購買普通商品房
申請公積金貸款時購樓首付款比例不低於
40%。這一「加碼」調控政策距離上一個
調控政策出台，僅過了3天。
17日晚，廣州升級了樓市調控政策，規

定從18日起，廣州市戶籍的單身人士限購
1套住房，而外地戶籍人士的購房門檻也
從原先的3年納稅或社保證明提高到5年納
稅或社保證明。

需求外溢 增城從化售樓火爆
過去的這個周末，因年限問題不能購樓

的客戶增多，增城、從化、佛山等廣州周
邊城區樓盤看樓客戶明顯增多。

記者從廣州市區樓盤銷售的熱門板塊廣
鋼新城多個在售樓盤了解到，上周末前來
看樓買樓者依舊絡繹不絕。保利某樓盤上周
六即新政實施首日下午，銷售中心洽談區坐
了十多桌客戶，銷售人員稱，目前可售的貨
量不多，只有幾十套，主力戶型是98平方米
的三房兩廳兩衛，但東北朝向較多，均價約
平方米4.2萬元（人民幣，下同）。
然而，新政的影響終究有人歡喜有人

憂。有現場購樓者表示，由於新政的原
因，雖然有名額可以買，但因為之前買的
第一套房貸過款，首付不得不從原來的三
成升至五成，亦有買家因資金不夠付首付
而不停地諮詢銷售人員。
根據廣州各大樓盤的網絡數據，新政出

台首日，未在限購範圍的廣州從化已有樓
盤均價突破1.7萬元/平方米，增城區也有
多個樓盤在新政首日開盤即迅速售罄。

■上海樓市近日回暖，一些高端住宅在摩拳擦掌準
備開售。 記者孔雯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上周上海新樓成交量和成交價均有
回暖趨勢，據上海中原地產數據顯示，
上周（3月13日至19日）上海新建商品
住宅成交面積為今年來最大周度交易
量，產品結構雖仍以改善型項目唱主
角，但環比上漲也有小幅漲勢。
上海中原地產發佈統計顯示，上周上

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16.3萬平方
米，環比增加34.5%，為今年來最大周
度交易量。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近4.6

萬元（人民幣，下同）環比上漲1.1%。
目前來看，上海成交量靠前的仍然是外
郊環區域，改善住宅需求持續旺盛，成
交量排名前十項目裡多為每平方米3萬
元、4萬元項目居多。

業界：對未來市況勿太樂觀
不過，據記者了解，部分高端項目亦

在做着推盤前的準備，瑞虹新城悅庭
的最新一期項目，就在上周舉辦了藝展
賺吆喝，同時開放其最新樣板間。業內

人士告訴記者，往年3月至4月的小陽春
總是豪宅市場發力之際，只不過現在開
盤審核嚴格，考慮到高端項目會抬高總
體樓價，因此發放預售許可證較為謹
慎，但高端市場依然會為春季市場做足
準備。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表

示，經管上海樓市有向好趨勢出現，但
考慮到上周北京、廣州等一線城市調控
加碼，或會將緊張情緒傳導到上海市
場，因此未來依舊不能太過樂觀。

京二手房市場退單解約量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隨着北京樓市加碼限購靴子終於
落地，北京二手房市場觀望情緒濃
厚。記者昨日走訪北京二手房市場了
解到，由於「認房又認貸」政策，進
一步提高二套房貸款首付款比例，極
大的限制了購房者槓桿使用空間，一
部分改善需求的購房者不得不延緩買
樓計劃或者退單解約，另一部分購樓
者則看空後市，打算持幣觀望。
記者在位於北京東五環外常營地區

的一家鏈家門店了解到，「認房又認
貸」政策後，很多換樓者被「精準打

擊到」，不得不放棄買樓計劃。中介
小徐告訴記者，他們這邊有近一半的
購樓者都是置換客戶，新政後，對於
換樓客戶首付款比例由35%提高至
60%，這意味着他們買五環內的房
子，貸款上限從304萬元（人民幣，
下同）下降到了187萬，五環外貸款
上限則從243萬元下降至149萬元，很
多人準備不出一下子多出來的上百萬
首付款，只能解約。

買家：新政可讓樓市冷靜
除了貸款額度打亂了一部分人的購

樓計劃，也有不少人在史上最嚴限購
令頒佈後，看空北京樓市。一位購樓
者李女士告訴記者，她從去年底開始
看樓，北京樓市的瘋狂已經讓人感到
害怕。尤其3月份，原報價為600多萬
元的房子，兩周後業主報價能漲100
萬元。「沒有只漲不跌的市場，新政
應該能讓樓市冷靜下來吧。」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新政顯著影響

購房者的心理預期，預計非急迫性
的、支付能力較弱的購樓需求將被延
遲釋放，有助於改變當前緊張的市場
供求關係，平抑樓價。

■■進入進入33月以來月以來，，已經有已經有1616個內地城市個內地城市
出台了新一輪樓市調控政策出台了新一輪樓市調控政策。。圖為江蘇圖為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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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論壇永久性會址。 記者何玫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