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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滨海时报社 联合主办

9月29日，在裕安苑公共租赁住房

选房现场，王大姐兴高采烈地选中了

一套二楼 67 平方米的住宅，她兴奋地

告诉记者：“我太满意了！没想到我们

一家四口可以住这么棒的房子！”

据了解，为推进2018年20项“民心

工程”中公租房建设任务的完成，解决

新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在

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领导

下，滨海新区住房投资有限公司积极

推进塘沽裕安苑公租房和大港福居园

公租房建设和配租工作。

自 2018 年 8 月 13 日开展公租房

承租意向登记，27 个家庭申请登记福

居园公租房，631 个家庭申请登记裕

安苑公租房，8 月 21 日和 8 月 28 日在

公证处、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代

表、区司法局代表、区规划国土局代

表，区住保中心代表及申请人代表现

场共同监督下进行裕安苑和福居园

的摇号活动，摇出了两个公租房项目

的选房顺序号。摇号活动公开、透

明，确保了公租房摇号配租工作的公

平公正。承租意向登记名单及摇号

结果均已通过项目现场、辖区街道

（镇政府）现场张贴和区规划国土局

政务网同步进行了公示。

据悉，9 月 19 日、9 月 26 日至 9 月

29日新区住房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摇号

结果分别组织福居园和裕安苑公租房

申请家庭分批进行选房，福居园选定

房源 24 套，裕安苑首批选定房源 186

套。选房活动公开透明，全程在公租

房申请人的监督下开展，区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局代表亲临选房活动现

场，对选房工作进行指导监督，确保选

房工作公平公正。

目前，裕安苑公租房和福居园公

租房室内装修工作已经完工，具备入

住条件。新区住房投资有限公司的全

体职工在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

领导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奋战在

新区公租房配租任务的一线。民心工

程入民心，解民盼，了民愿。这是每一

位参与新区公租房配租工作者的共

识。我们相信，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

个原则，那就是“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办

实办稳妥”。有了公租房配租全体工

作者的不懈努力，公租房配租这一

“民心工程”必然会落到民心，落到实

处，为新区构建和谐社会再添笔浓墨

重彩。 时报记者 孙薇

▲王大姐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选房▲裕安苑公租房外景 ▲幸福地等待着选房的人群

新区福居园和裕安苑公共租赁住房选房工作圆满完成新区福居园和裕安苑公共租赁住房选房工作圆满完成

民心工程入民心民心工程入民心 配租选房解民盼配租选房解民盼
■行业简讯

降准是为刺激楼市？想多了！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10 月 15 日起下调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

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当日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

续做。房地产市场一向对金融政策十分敏感，此次

降准将对楼市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

淼认为，此次降准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有限。此次

降准并不是大水漫灌，而是属于流动性调节工具的

综合运用，而余下资金则与10月中下旬的税期形成

对冲，事实上增加的流动性有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

郁松表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金融条

件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楼市对金融环境的变

化很敏感，要稳定楼市的预期，必须要有稳健的金

融环境。他认为，降准是否会对楼市产生影响，首

先要看客观上是否会让房企资金链趋紧的情况在一

定程度上得以转变。其次，如果银行按揭利率下

降，居民购房成本降低，可能会带来市场的销售增

长，进而提高楼市热度；如果按揭利率上升，购房成

本增长，则可能让楼市的热度相对降低。

业内专家认为，当前，热点城市房价依然偏高，

供需不平衡依然是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

盾。因此，在热点城市应进一步扩大供给，促进供

需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以来三四线城市及部

分县城的房价有所上涨，但这些地区的住房总量并

未过度缺乏，没有必要以房价上涨为由进行大规模

开发。因此，调控政策必须重视“因城施策”，合理

确定供地规模和开发节奏。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开建设

长效机制。在邓郁松看来，对于基础性制度和长效

机制的建立，土地和金融是最值得关注和规范的两

个方面。土地方面，应实现人地挂钩，“有多少人供

给多少地”，合理确定供应节奏，实现供需平衡；金

融方面，则应给房地产市场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金融条件。 来源：经济日报

10强房企前3季揽金近3万亿

土地集中度加速提升

进入 10 月，龙头房企陆续公布了前 9 个月的销

售业绩，其中超过千亿元的房企数量多达19家。根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1月-9月中国房

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100》研究报告显示，碧桂园继

续以 5529.3 亿元领跑，恒大与万科的销售额也均超

4300 亿元，第一梯队三家房企的销售均值为 4768.2

亿元，同比增长率均值为20%。

剔除上述三家企业，1000 亿元-4000 亿元的企

业还有 16 家，销售额均值为 1582.7 亿元，同比增长

率均值为 52.6%；500 亿元-1000 亿元的企业有 20

家，销售额均值为 735.4 亿元；100 亿元-500 亿元的

企业销售额均值为 289.8 亿元；TOP100 门槛升至

177亿元。

整体来看，2018年1月份-9月份，TOP100房企

销售额稳步增长，其中前 10 的房企销售总额达

29858亿元。

不过，虽然伴随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深入，房企的

销售压力不断增大，但为了在将来的市场中仍可占

据一席之地，大部分房企在项目的储备上都保持着

积极的态度。TOP10 房企前 9 个月拿地总金额达

6994亿元，占TOP50企业的45.1%，较1月份-8月份

占比上升0.6个百分点，龙头房企在土地市场的优势

凸显，土地资源集中度加速提升。

此外，从各城市群拿地金额来看，长三角仍是房

企重点关注区域，中西部关注度逐渐提升。而从城

市群拿地企业来看，龙头房企继续坚持广布局策

略，中小房企则聚焦区域深耕发展战略。

来源：证券日报

本市11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整顿房地产市场 重点打击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

■政策发布

朗润园朗润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翡翠澜湾翡翠澜湾

所在区：生态城

公司名称：中福颐养（天津）职业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227套

成交面积：26043.78平方米

成交均价：14080.02元/平方米

项目介绍：朗诗中福翡翠澜湾项目是中国地产五十强企业、中国领先绿色科

技地产的朗诗集团携手中福联袂打造的健康全龄社区。朗诗秉持为人造房

理念，打造差异化、高舒适度产品，更加关注室内环境中的“空气、温度、湿

度、声、光”等影响人居健康的因素，时刻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所在区：生态城

公司名称：力高（天津）地产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246套

成交面积：24553.57平方米

成交均价：9564.81元/平方米

项目介绍：力高阳光海岸项目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海域范围内，项目四面环

海，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景资源及人文景观，地理条件优越。总占地约750

亩，预计总投资额100亿元。通过填海造陆打造北中国领海浮城。主要建

设具有海景特色的别墅、无边界泳池、沙滩、码头、休闲广场等。

2

欣海苑欣海苑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力高阳光海岸三期力高阳光海岸三期

所在区：生态城

公司名称：天津滨海新苑投资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220套

成交面积：22399.34平方米

成交均价：10696元/平方米

3海润园海润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海润园海润园

所在区：开发区

公司名称：天津振业津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196套

成交面积：18003.22平方米

成交均价：22273.93元/平方米

4铂雅轩铂雅轩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铂雅轩铂雅轩

在区：开发区

公司名称：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169套

成交面积：17752.15平方米

成交均价：20620.28元/平方米

5夏荷园夏荷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远洋琨庭远洋琨庭

所在区：生态城

公司名称：天津滨海新苑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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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润园海润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海润园海润园

所在区：开发区

公司名称：天津振业津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196套

成交面积：18003.22平方米

成交均价：22273.93元/平方米

4铂雅轩铂雅轩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铂雅轩铂雅轩

在区：开发区

公司名称：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169套

成交面积：17752.15平方米

成交均价：20620.28元/平方米

5夏荷园夏荷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远洋琨庭远洋琨庭

所在区：生态城

公司名称：天津滨海新苑投资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220套

成交面积：22399.34平方米

成交均价：10696元/平方米

3海润园海润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海润园海润园

所在区：开发区

公司名称：天津振业津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196套

成交面积：18003.22平方米

成交均价：22273.93元/平方米

4铂雅轩铂雅轩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铂雅轩铂雅轩

在区：开发区

公司名称：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交套数：169套

成交面积：17752.15平方米

成交均价：20620.28元/平方米

5夏荷园夏荷园
宣传案名宣传案名：：远洋琨庭远洋琨庭

▲数据由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管理局、滨海新区房管局提供，销售排名以销售面积为准。

九月滨海新区新房成交龙虎榜

时报讯（记者 孙薇）为落实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等 7 部委打击侵害群众

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

象专项行动要求，市国土房管局、市公

安局、市市场监管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市国土房管局等十一部门关于开展

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整顿

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的通知》，从

颁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底在全市

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行动，进一

步规范我市房地产市场秩序，健全房

地产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

《通知》明确，此次专项行动通过

多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打击投机炒

房、房地产“黑中介”，房地产开发企

业违法违规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 4

类、22 项违法违规行为。对垄断房

源、操纵房价、捂盘惜售、恶意炒作、

通过提供“首付贷”或者采取“首付分

期”等形式违规为炒房人垫付或者变

相垫付首付款、通过捏造、散布不实

信息误导购房人的市场预期等行为

都将进行严厉查处。

《通知》提出，专项行动由市、区两

级联合组织开展，市国土房管局、市公

安局、市市场监管委等部门成立整顿房

地产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市级工作组，负

责组织、部署、协调全市范围的打击侵

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整顿房地产

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区级相关部门在各

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区级联合执法检

查组，负责开展本区打击侵害群众利益

违法违规行为、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专

项行动，并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

强对本区房地产市场乱象有关问题的

检查处理。

《通知》要求：联合执法检查组要

深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进行

检查，通过随机检查、突击检查、暗访

等方式，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对群

众举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处理。成

员单位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发挥部

门合力，协同联动，精准打击，联合惩

戒。加强执法力度，联合执法检查组

要严肃处理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并

定期集中曝光，形成社会震慑。强化

监督问责，推动工作落实，市级工作组

将定期进行督促、检查，对涉嫌隐瞒包

庇、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部门和人员

坚决问责。

国务院定调两个“严格”

明年棚改规模或再缩量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全国棚改新开工

465 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80%，完成投资 11900

多亿元。

在历经连续三年棚改新开工超过600万套的高

峰后，我国棚户区改造步入攻坚期，在防止地方随意

扩大范围的要求下，明年新开工规模有望逐渐缩减，

上下游相关产业或受到一定影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进一步改善住房

困难群众居住条件。会议指出，严格把好棚改范围和

标准，坚持将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

区、林区、垦区棚户区作为改造重点。各地要严格评

估财政承受能力，科学确定2019年度棚改任务。

从上述两个“严格”的表述中，已然可以看出今后

棚改工作的新动向，即一方面要坚持推进而非叫停这

一民生工程，另一方面又要即时纠正地方实际工作中

的一些偏差做法，比如随意扩大棚改范围或者棚改成

本控制不严等。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目前市场对

棚改政策十分敏感，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较为依赖

棚改的货币化安置。必须明确的是，棚改的数量将

减少，这已经是 2018 年的政策要求，另外货币化安

置政策的逐渐收紧也已经是趋势，但一刀切的可能

性并不存在。

从一些地方发布的三年棚改计划来看，设定的棚

改开工量也将逐年减少。

张大伟预计棚改政策将明显分化，库存多的城市

依然将加速棚改，楼市需求也有一定支撑。但对于前

期库存已经明显减少的城市，棚改政策对市场刺激作

用将继续减弱。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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