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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八日電】在國家一系列房
地產宏調政策下，2012 年一月份，全國70個大漲城
市首次環比停漲，國家統計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數據顯
示，樓市下行空間似乎已經打開。儘管有濟南、包頭
等四個城市 2 月房價出現小幅上漲，但本月有 45 個

城市價格環比下跌。作為本輪調控重點區域，北京、
上海、廣州及深圳房價亦呈現微跌態勢，浙江溫州房
價降幅領先全國。

僅四城輕微上漲
在政策博弈中，今年以來，全國大中城市價格已

經開始步入下行通道。繼一月份全國 70 個大中城市
房價全線環比停漲後，2月份有45個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價格環比下降，持平的城市有 21 個，並且在環比
上漲的4個城市中，漲幅均未超過0.1%。

統計局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月相比，70 個大中
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 27 個，比 1 月份增加了
12個。2月份，同比漲幅比1月份回落的城市有32個
，漲幅均未超過2.7%。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手房市場全線下挫之際，2
月份二手房市場同樣呈下降趨勢。與上月相比，70
個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 45 個，持平的城
市有14個，上漲的城市有11個。環比價格上漲的城
市中，漲幅均未超過 0.4%。與去年同月相比，70 個
大中城市中，價格下降的城市有 44 個，比 1 月份增
加了 7 個。2 月份，同比漲幅比 1 月份回落的城市有
23個，漲幅均未超過3.3%。

地方高官矢言落實中央政策
今年全國 「兩會」期間，儘管有部分政協委員及

人大代表提出要適當放鬆房地產調控政策，但國務院
各相關部委高管與中央政策高度一致，未向市場釋放
任何調控政策放鬆信號。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
明確指出，目前 「房價還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
住建部、國家發改委等權威部門負責人亦表示，儘管
目前不會出台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但當前的政策仍
將堅持到底。

國內權威房地產研究機構、中國指數研究院在其
最新報告中指出，政府一系列政策宣示已經清晰的向
外界表示 「未來兩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將處於政策的
高壓狀態」，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調控政策總體偏緊
的取向不會改變。

對於中央政策方針，地方高官紛紛表示要堅定落
實。3月9日，北京市長郭金龍表示，今年本市要堅
持房地產調控不動搖，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3
月6日，俞正聲在上海代表團全團會議上答記者問時
表示，上海房地產市場發展方針是 「三個為主」，即
以居住為主、以市民消費為主、以普通商品房為主，
並表示這是上海長期堅持的方針，不是短期的。

下行空間似已打開

2月45城市房價下跌

【本報訊】新華社廣州 18 日消息：在外圍需
求大幅減弱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今年以來廣東經
濟增長 「三駕馬車」全面減速，宏觀經濟運行面臨
2008 年以來最為嚴峻的下行態勢，對倒逼全省經
濟加快轉型升級提出了更為迫切的內在要求。

廣東省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
，廣東進出口大幅放緩，增速接近 「零增長」。
1-2月，全省累計完成進出口1268.4億美元，同比
增長1.1%，其中出口734.6億美元，僅增長0.7%。

在投資方面，儘管房地產逆勢大幅增長，但全
省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依然呈現回落態勢。1-2月，
廣東房地產開發投資546.84億元，增長40.0%，增
幅提高 14.8 個百分點。但同期全省固定資產投資
額為 1478.59 億元，增長 14.2%，增幅同比回落 0.5
個百分點。其中工業投資457.85億元，增長11.7%
，增幅回落5.4個百分點。

在內需消費品市場方面，增速也明顯回落。

1-2 月 ， 廣 東 累 計 實 現 社 會 消 費 品 零 售 總 額
3668.18 億元，同比增長 10.4%，增幅回落 5.7 個百
分點。其中農村市場銷售額為 483.55 億元，增長
7.5%，增幅回落8.1個百分點。

由於 「三駕馬車」全面減速，1-2月廣東經濟
運行明顯回落，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呈現明顯的下行
態勢。作為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基地，同期廣東的工
業生產大幅回落。1-2月，廣東累計實現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2966.80億元，增長5.0%，增幅為2009
年7月以來最低，同比回落10.2個百分點。

在宏觀經濟運行趨向嚴峻的局面下，廣東財政
收入出現近年來少有的 「個位數增長」。1-2月，
廣東累計完成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999.42億元，
增長 9.6%，增幅同比下降 13.7 個百分點，為 2009
年 12 月份以來最低；其中稅收收入 830.65 億元，
增長3.6%。

據新華社消息：3月17日至18日，在全國
兩會閉幕後的第一個周末，溫家寶總理來到河
南省漯河市臨潁縣、舞陽縣，深入田間地頭、
來到農家小院、走進科研院所，看望廣大農民
群眾和基層農業科技人員，考察春季農業生產
。他表示，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同時，不
能忘了農業現代化，這是整個現代化的基礎。
在重視城市建設、工業發展的同時，不要忘了
農村，不要忘了農民。

農業出路在科技
河南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大省，今年小

麥播種面積繼續穩定在7990萬畝以上，優質專
用小麥種植面積達6084萬畝。全省各地正全力
以赴抓春季麥田管理。溫家寶自擔任總理以來
已9次到河南考察。他說，要充分發揮科技優
勢，抓好春季田間管理，制定災害防範預案，
千方百計奪取今年農業豐收。

為做好春季麥田管理，河南省組織了 1.3
萬多名農業科技人員深入鄉村開展技術服務。

看到忙碌在田間地頭的基層農業科技人員，溫
家寶說： 「河南省農忙時有個特點，就是農業
技術人員都在一線指導、幫助農民。還有一條
，就是抓良種一直沒有放鬆。」

考察期間，溫總理特地來到漯河市農業科
學院，參觀農業科研成果展示，與來自許昌、
駐馬店、周口、漯河等地的基層農技推廣人員
座談。

溫家寶說，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業
根本的出路在科技。在耕地總面積不能增加的
情況下，改變糧食供求偏緊的狀況，只有走科
技的道路。

溫家寶說，不少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了，
分散的土地必然要有人進行規模經營。農業機
械化是必然趨勢。河南的農業機械化程度高於
全國20個百分點，走在全國前頭。一個適合河
南省情、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機械化正在發展
當中。我們既要從政策和法規上引導好適度規
模經營，又要將農業機械化同良種良法結合起
來。這兩條都需要提高農村的公共服務能力。

農民少了，恰恰需要加強公共服務。要辦好農
業技術學校，讓有文化的年輕一代來補充農業
勞動力，做新一代農民。這是值得各級領導深
思的一件大事。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舉
溫家寶說，今年兩會期間，有農民代表談

起農村的變化，說要感謝政府，我說不要感謝
我們，我們欠農民很多，這是心裡話。為什麼
這麼講呢？我們國家幾十年來的建設、發展，
農業是基礎，農民作出了很大貢獻。現在我們
應該有力量、有財力幫助農民生活得更好。

溫家寶說，去年9月，國務院出台了《關
於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
》。中原經濟區發展具有全局性意義。建設中
原經濟區最重要的是要城鄉統籌，工業化、城
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並舉。這樣既使城裡的人生
活富裕起來，也使農民的生活富裕起來；既使
城裡的環境得到改善，也使農村的環境得到改
善。

另外，在漯河期間，溫家寶還專程考察了
雙匯集團。他說，一個企業，特別是關係群眾
健康與安全的食品企業，一定要講安全、講品
質、講誠信、講責任。

17 日上午
，溫家寶一下
飛機，就驅車
來到臨潁縣固

廂鄉小師村，這個村地勢平坦、土壤
肥沃，有2300畝耕地。溫家寶走進麥
田深處，蹲下身子，仔細察看土地墒

情和小麥蘗株情況。正在村裡指導田
間管理的河南農業大學教授郭天財告
訴總理，去年9月以來，河南下了170
多毫米的雨，底墒特別好。再加上去
年 12 月後一直是低溫，抑制了麥苗
旺長，眼下長勢良好，一類苗佔了
90%。

總理和郭天財是老相識。去年年
初，溫家寶在河南鶴壁、安陽等地察
看小麥旱情時，郭天財曾總結了四句
話： 「以澆為主，措施前移，分類指
導，科學應對。」總理給予肯定。針
對今年的農情和苗情，郭天財又總結
了四句話： 「看苗看天看地，科學肥
水管理，防治病蟲草害，促根壯蘗增
穗。」溫家寶說： 「你概括得非常科
學。 『看苗看天看地』，我再加上兩
個字—— 『看人』，糧食豐收離不開
農民的辛勤勞動，離不開你這樣的農

業專家的指導。你每年談苗、談天、
談地，說的都是關鍵。」現場的農技
人員和村民們對總理的話報以熱烈掌
聲。

油價如漲 國家補貼
在舞陽縣蓮花鎮泥河窪農業綜合

開發項目區，田間地頭修建了整齊的
噴灌機井。村民們告訴總理，現在基
本做到了 「澇可排、旱可澆」，但噴
灌機械用的是柴油，澆一次水每畝要
20 塊錢。如果用電，每畝只要 5 塊錢
，希望能盡快解決井電配套問題。總
理向河南省副省長劉滿倉了解情況。
劉滿倉說，確是這樣，關鍵是要增加
投資。溫家寶對隨行的國家發改委副
主任解振華說： 「老解，請你把這個
問題帶回去，看能否納入農村電網改
造一併解決，或者想想其他辦法。」

溫家寶對村民們說，我在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已明確，今年要繼續提高
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每斤提高7分4，
實際上是托底。今年國際油價波動大
，請大家放心，如果油價提高，國家
還準備給直接補貼，因為大面積的機
械化作業都要用油。

關切農村農民關切農村農民
【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日在河南省考察時

強調，改變糧食供求偏緊的狀況，只有走科技的道路。並指出，我們既要從政
策和法規上引導好適度規模經營，又要將農業機械化同良種良法結合起來，這
兩條都需要提高農村的公共服務能力。

廣東經濟全面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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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新社唐山 18 日消息：
一本發行於 1944 年的日本交通圖冊驚現
河北唐山，上面除了繪製了日本的交通狀
況外，還將大半個中國的版圖收錄其中。
唐山市文物專家 18 日表示，當年日本侵
華的野心昭然若揭。

經唐山市文物局專家鑒定，這本 「最
新日本交通圖」確係當年日本方面公開發
行的地圖冊，整體保存完好，紙質微微泛
黃。圖冊高 20 餘厘米，長 180 厘米，呈
摺疊狀裝幀。封面特別註明 「含滿華」的
字樣，封底印有 「昭和拾九年七月二十日
發行」，由 「興亞協調會」編輯發行，定
價200日圓。

圖冊共 18 頁，其中兩頁全部詳細描
繪了中國東北、華北、台灣等地區的鐵路
、公路等分布和地理概況。範圍東至上海
，西到西安，南至台灣，北與前蘇聯接壤
。沿着交通路線，密密麻麻地標註着近千
個中國大小城市的名稱，僅津、京、唐、
秦一帶，就包括唐山區域內的古冶、京山
鐵路線、開平、胥各莊等。天津、北京、
海濱、秦皇島、山海關等詳細地名也詳實
準確。

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副會長張
山說，這張圖冊是唐山籍勞工王生 1945
年從日本帶回的，他在對幸存者的證言證
物進行搶救時收藏的。2006 年日本攝影
師渡邊愰也驚訝地表示，從來沒有在日本
見到過這樣的交通圖。

唐山市文物管理局副研究員李子春表
示， 「含滿華」指包括 「滿洲國」和中華

民國。從此名稱和繪製範圍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中國
大部分地區都規劃在了日本的國土範圍內，充分說明其侵華
野心蓄謀已久，是其侵華的重要證據。

河北唐山市由於資源富饒，在二戰期間是日本侵略中國
的重點區域。侵華日軍在此間製造了慘絕人寰的 「潘家峪」
大慘案。

▲溫家寶在小麥品質分析實驗室了解強筋小麥品質分析 新華社

▲溫家寶和舞陽縣北舞渡鎮鹿莊村村民交談 新華社

▶3月17日，在臨潁
縣固廂鄉小師村，溫
家寶走進麥田深處察
看土地墑情和小麥蘗
株情況 新華社

▲2月份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與上月相比
，價格下降的城市有45個，持平的城市有21個
，上漲的城市有4個 新華社

▲發行於1944年的日本交通圖冊 中新社

18日上午，深圳沙頭角中英街警世鐘再鳴18響
，提醒人們 「勿忘國恥、振興中華」。2012 年是香
港回歸 15 周年，也是「中英街 3．18 警示日」活動第
11 次舉辦。鳴鐘儀式有深圳市、區有關官員、香港
新界議員、鄉事會成員，東江縱隊老戰士、沙港兩地
民眾共同參加。

1899 年 3 月 18 日，根據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
條》勘定界址後，香港和大陸的邊界線從九龍界限街
向北移至沙頭角。 中新社

中英街中英街33．．1818警世鐘再鳴警世鐘再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