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现场，一些小朋友拿着自己的“作品”向大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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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世纪城“DIY石膏工艺摆件”活动受欢迎
晨报讯（记者陈海寅）“妈妈，我把这个

小兔子的蝴蝶结涂成粉颜色的，好看吗？ ”12

月 23 日，东方世纪城售楼部内坐满了大人和

孩子， 他们是来参加由东方世纪城举办的

“DIY 石膏工艺摆件”活动的，一位小朋友拿

着刚涂好的存钱罐，向坐在一旁的妈妈展示。

据售楼部工作人员介绍， 周末两天他们

接待了近两百位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的业

主。“我们要举办这个活动的消息经《淇河晨

报》发布后，很多业主来向我们咨询。 昨天早

上 8 点，就有业主带孩子过来。 ”12 月 23 日，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孩子们对这项活动的兴

趣特别浓， 一坐下就全神贯注地做石膏小摆

件。“我们准备了二百多个工艺摆件的坯件，

原想着在活动中应该会绰绰有余。 但业主们

参加活动的热情都很高， 看来还得再准备一

些。 ”

记者看到， 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个个都做

得非常认真。 他们挑选了自己喜欢的坯件，挤

好颜料，拿起画笔，涂得一丝不苟。 一位小朋

友为一件维尼熊摆件涂眼睛上的色彩时，紧

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等到长有一双乌灵灵

大眼睛的小熊在她手下诞生时， 这位小朋友

兴奋地跳了起来。 还有位小朋友涂好一个存

钱罐之后，似乎不太满意，马上又领了一个坯

件重新开始制作。

“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非常强，根本不用

家长教，都做得像模像样。 ”工作人员说，业主

们对这项活动也非常认可， 一致提议以后要

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成为东方世纪城的业主，我时常感受着

这里的工作人员带来的感动。 他们对待业主

就像对待亲人， 还经常组织一些充满趣味的

活动，让业主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业主张

先生说， 但凡有活动， 他都会尽量带家人参

加， 每次活动都能让他感受到惊喜和快乐。

“很喜欢这种轻松温馨的气氛。 东方世纪城不

仅为我们建造了一个高品质的小家， 还为我

们组建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大家庭。 ”

饱受争议的楼市限购能走多远？

“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
策”已有两年多时间，楼市
限购一路备受争议，地产商
任志强甚至将其称为“最烂
政策”。 楼市限购该何去何
从？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

25

日表示，明年将继续严格限
购，坚定不移地进行房地产
调控。

近日，北京楼市“松绑”的传言，让社会再

次聚焦楼市限购。 对此，北京住建委迅速作出

回应，辟谣称“北京补缴社保可获购房资格”

情况不属实。

距离 2010 年 4 月 27 日国务院出台“史

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已有两年多时间，楼市

限购一路备受争议， 地产商任志强甚至将其

称为“最烂政策”。 而广州等一线城市楼价难

被撼动，成交量稳中有升，楼市限购该何去何

从？

楼市限购
一场拿房价没辙的“游戏”

限购一套房、 二套房首付五成、 三套停

贷、遏制炒房……对于 2010 年“横空出世”的

这一系列楼市限购政策，两年多后，很多人或

许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10 月份，全国

100 个城市的住宅均价为 8768 元 / 平方米，

环比上涨 0.17%， 是自 2012 年 6 月止跌后第

五个月环比上涨。

以广州为例，2010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广州全市住宅 (不含公寓 )网签成交套数为

44803 套 ， 成交面积 495.4 万平方米 ， 均价

10889 元 / 平方米。 自 2010 年 10 月 15 日，广

州出台了严格的限购政策，一年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 ) 广州全市住宅成交量仍

然上涨了 11.5%，至 49968 套，成交面积 584.7

万平方米 ， 同时成交均价也上涨 6.15%，至

11559 元 / 平方米。

行至 2012 年， 迎来限购第二个周年，广

州今年年初至 9 月 10 日的全市住宅成交量

为 58593 套，较 2011 年和 2010 年分别增加了

17.3%和 30.8%， 而该时间段全市住宅成交面

积 663.4 万平方米，也相应增长。

尽管本轮楼市调控号称“史上最严”，但

房价并未实质性下跌，究其原因，与调控期间

各级政府推出的一些政策不无关系。 最新一

轮楼市调控开始至今， 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

过一些政策， 有意或无意地促进了楼市的回

暖。 比如今年六七月份，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

内，央行两次降息，这令开发商欣喜若狂，潘

石屹便在其微博中写道：“终于降息了， 赶紧

奔走相告吧。 ”

饱受争议
楼市限购是“最烂政策”？

11 月 29 日，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表达

了对楼市限购令的不满， 称其为“最烂的政

策”，或产生许多后遗症。“政府既想多卖地多

拿钱，又不愿意给百姓涨工资，还奢望百姓都

买得起房，那简直就是梦话。 ”任志强认为限

购政策终将产生许多后遗症，“心肌梗死的时

候，政府不是给你吃治心绞痛的药，而是打封

闭， 认为你不疼就行了， 至于死不死都没关

系。 就好像现在的房价，只要不涨政府就满足

了，至于大家买得起买不起都与其无关。 ”

住建部专家陈淮当即对任志强作出反

驳， 称限购令取得的成效显而易见，“当楼市

价格猛涨，把发烧止住是必要措施。 ”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用形象的比喻对限

购政策进行了评价。 他说：“首套房刚需，第二

套投资，第三套投机？ 一天仨馒头刚需，第四

个浪费，第五个囤积？ 一年五身衣服刚需，第

六件显摆，第七件奢侈？ 一周一次房事刚需，

第二次好色，第三次淫荡？ 刚需、柔需能准确

定义吗？ 即使能定义， 为什么和凭什么要限

制、打击后者？ 自由选择是消费者不可剥夺的

权利。 ”

局限性凸显
限购“一刀切”阻碍区域协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 、

副所长王松奇教授表示，许多人都已看出“一

刀切”式限购政策的局限性，既然如此，应该

将“一刀切”式限购改成结构性限购，只瞄准

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的城市， 对二线三线城市

区别对待。

“中央控制房地产政策我是支持的，但中

国情况与美国实际有区别。 中国买房靠三代

人的积蓄，刚性需求还是占较大比重。 ”王松

奇表示。

目前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许多人都

已看出“一刀切”式限购政策的局限性，既然

如此，与其晚调整还不如早调整，将“一刀切”

式限购改成结构性限购， 只瞄准一线城市房

价过高的城市，对二线三线城市区别对待，同

时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并开征房地产开发

暴利税等新税种、加快房产税的试点进度。 这

样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良性升温， 地方政府

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会明显增加， 地方政府财

政收入改善可支配资源价值增大又会增强银

行系统的支持信心。

何去何从
治本之策亟待出台

中央政府出台调控政策之后， 地方政府

频频推出救市举措，试探楼市调控的底线，佛

山、珠海等地都曾尝试过取消限购，芜湖推出

救市举措，但这些政策都被中央叫停。 也有一

些城市的刺激楼市举措得到了中央的默许，

比如扬州 5 月份推出的奖励买房政策。

有专家认为，楼市目前正处于深度博弈，

一方面中央强调坚持调控不动摇， 另一方面

地方又频频推出刺激楼市的举措。 在这样的

博弈中，楼市继续稳中有升。 近期调查显示，

北京涨价盘数量不断增多， 广州近一半被调

查楼盘涨价， 上海大多楼盘仍选择将价格维

持在高位不变，以静制动。

事实上，自楼市调控以来，国务院领导要

求“各级政府切实担责，巩固楼市调控成果”，

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 国务院也明确

要求， 要利用目前房地产市场相持的这段时

间， 抓紧研究和制定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

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治本之策”主要包

括 3 个方面， 除了以房产税改革为主的税收

调节机制外， 另一个就是保障性住房比重的

加速提升，第三个就是信贷调控制度的完善。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限购政策的退出都需要

假以时日。 ” （中国经济网）

明年楼市调控

将适度从紧

或打政策“组合拳”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 26 日， 上港集团旗

下威旺置业有限公司以 56.8 亿元竞得上海海

门路 55 号地块，楼板价 23330 元 / 平方米，溢

价率 21.11%，成为 2012 年全国总价地王。值得

注意的是，这距国土部“喊话”不足 10 天。

2012 年 3 月以来， 房地产市场回暖趋势

明显， 时近年底更是轮番上演土地、 售房高

潮，在此背景下，消费者预期被改变，甚至出

现了恐慌性购房、千人排队购房等现象。 以上

种种房地产市场的非正常现象，为 2013 年的

房地产市场蒙上层层面纱。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近日多部委的及时

表态除了强化当前楼市的政策执行信号，也

是对明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基调的一个表

态， 确定 2013 年房地产政策总指导方针，防

止未来市场出现报复性反弹。 业界普遍认为，

2013 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将适度偏紧。 在执行

原有政策之外，或以市场监控、预期管理、土

地供给、 房产税等多项关键要素形成“组合

拳”，进行楼市调控。

市场：

年底“量价齐升”现象明显
2012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一度低迷 ，并

殃及全国范围的土地市场， 土地流标和底价

成交比比皆是。 但是一季度结束后，楼市开始

逐渐复苏， 成交量的提升开始带动价格小幅

上涨。 进入第四季度后，楼市“量价齐升”尤为

明显。

2012 年下半年市场成交情况明显好于上

半年， 业内普遍认为是购房需求受到抑制后

在年前集中释放的结果。

其中，近期来自北、上、深、广等一线城市

个别楼盘提价、抢房以及地王等现象，引发购

房者对房价可能暴涨的恐慌情绪进一步蔓延。

由于今年 11 月房价上涨明显加速，超过

70%的城市房价出现了环比上涨。业界有分析

指出， 房价已经在当前的一二线等主要城市

开始率先反弹。

基于 2012 年楼市成交量整体上升以及

房价的波动情况，业界关于“房价将于来年进

一步暴涨”的预期逐渐加剧。 来年的调控政策

趋势正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预测：

明年市场趋势整体好于今年
自 2012 年 3 月起，我国房地产市场现回

暖迹象，成交量节节攀升，房价随之走高。 我

国房地产市场 2013 年将会呈现怎样的趋势？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一方面，2013 年宏

观经济将企稳向好，城镇化、经济体制改革等

中长期政策继续推进， 为中长期经济和房地

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 2013 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因此，在房企资金链有

所好转的背景下， 稳健且适度向好的货币环

境继续为房地产行业带来利好。

全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明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形势

将好于今年，将不再拘泥于商品房，而是向城

镇、新经济产业地产等新领域转型。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 在宏观经济平稳

增长、货币政策保持稳健、房地产调控政策继

续从紧的背景下，2013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将

呈现“销售量价增速略有提高， 投资增速趋

稳，新开工止跌反弹”的特点。

从需求来看，中国指数研究院指出，2013

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将略有提高，呈

现上下半年增速前高后低特点。

但是，21 世纪不动产分析师张磊认为，

2013 年一季度将呈现明显的成交清淡现象，

价格也不会有明显回升。 他指出， 在继续限

购、 限贷的背景下， 我国主要城市的购买需

求，仍主要由刚性需求担当。 但是，由于今年

11 月、12 月的年内第二波成交高峰， 是在某

种恐慌性情绪下发生的，透支了 2013 年的部

分需求， 因此，2013 年 1 月、2 月将再现环比

下滑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