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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二日電】當前上海樓市
冷清形勢下，綠地集團、中海地產、和記黃埔、中華
企業、上房經營集團、萬科集團、萬達集團、新加坡
騰飛集團等中外大牌開發商，正集體扎堆浦東樓市，
押寶迪士尼主題樂園板塊，希望抓住今年申城樓市的
救命稻草。

本報記者日前在距未來滬迪園約 10 分鐘車程的
浦東周浦、康橋地區實地採訪時了解到，品牌開發商
的數個項目計劃於近期逆市推出。

在此區域內，綠寶園、萬科提香別墅、保利林語
溪、綠地香頌、十九尊等項目聚集，已形成了 「城市
別墅」形態的東上海別墅圈，此外 「印象春城．莫奈
莊園」還計劃四月份開盤。

在中央不斷加強調控的大背景下，申城樓市傳統
熱點地區如虹橋、古北、碧雲、新江灣城等區域，已
很難再覓開發商集體發力的身影。但在緊鄰滬迪士尼
周邊的 「周康板塊」，上述知名開發商合力打造數個
大型 「城市別墅」居住區，已有接過當前滬上樓市焦
點接力棒之勢。

「周康板塊」距滬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陸家嘴等
商圈約半小時車程，未來滬地鐵11號、16號、18號
線將在此交匯，且瀕臨上海金橋進出口加工區、張江
高科技園區、新加坡騰飛商務園，板塊內購物中心、
醫療、教育均配套良好，社區服務國際化。相對於同
樣新興的新江灣板塊 「中建大公館」6萬-15萬元／

平米的均價， 「周康板塊」的房價和地價顯然處於
「雙低」的盆地，價格僅為新江灣的一半。

美地行執行董事劉群指出， 「『周康板塊』類似
日本東京的代官山、意大利的維諾拉市等地區，都是
理想的城市別墅區域，總價合理，可滿足購房者 『第
一居所』的諸多需求。目前在新政限購、禁墅的條件
下，抄底城市別墅的人群預計逐漸擴大，低總價可滿
足那些既嚮往別墅生活，又追求城市方便快捷的人群
，或可成為冷清樓市中的亮點。」

對此，央視特約樓市分析專家、上海易居房地產
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指出，2012 年，由於中央一再
重申房地產調控政策的不放鬆，市場繼續調整，房價
不會明顯反彈。而集體押寶迪士尼，亦表明開發商急
於尋求市場突破的心理。楊紅旭評論說，房企不可能
在今年樓市重演 09 年的 「勝利大逃亡」，最艱難的
時點尚未到來，所以即便是地產大佬們，也不約而同
的調低了2012年的銷售預期，如中海今年為800億港
元，與去年目標一致，但比去年實際銷售額調低了約
8%。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二十二日電】本屆兩
會關於民生熱議的話題莫過於房價了。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指出的 「一些地方房價還遠遠沒有回到
合理價位」更引發了多方關注討論。地產業專家顧
雲昌對大公報表示，房價合理回歸需要建立更加
完善的房屋供應體系，針對不同收入人群建設不
同類別的保障性住房，同時需要一系列政策配合。

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2 年中
國政府將繼續搞好房地產調控。 「嚴格執行並逐
步完善抑制投資、投機性需求的政策措施，進一
步鞏固調控成果，促進房價合理回歸。」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 「合理回歸」？中國房地
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雲昌表示，從購房者層
面看，就是建立更完善的房屋供應體系。針對不
同收入的人群供應不同價位的房屋，使得不同收
入的家庭享受到合理房價。也就是說， 「不同階
層的人都要買得起、租得起和他們收入水平相匹
配的房子」。

主要途徑是增加保障房
如何保障中低收入家庭能夠買得起房、租得

起房？顧雲昌認為，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即使房價再降一半對許多中低收入家庭來說也是
消費不起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使得房價合理
回歸的最主要途徑就是增加保障房的供給，分人
群、分類別的供給不同類型的保障性住房。而這
個供給的過程就是房價合理回歸的過程。」

另外，溫總理引入的 「房價收入比」概念，
近期也引來輿論熱議。顧雲昌認為，目前輿論對
「房價合理回歸」的解讀存在誤區。溫總理提出

的是 「一些地方還遠沒有達到回到合理價位」，
這裡的 「一些地方」指的是北京、上海、深圳、
杭州等一線大城市，而許多中小城市房價屬於基
本合理區間。

顧雲昌表示，若要讓房價收入比回歸難度比
較大。房價向合理價位的回歸是長期過程，政府

還要考慮到這個過程的複雜和漫長性。一旦房源供應不足，
房價還將出現反彈，政府還應當警惕這期間存在的反覆性。
他建議，中央應當發揮好金融槓桿，不僅要採取必要的行政
手段，如限購、限貸款，還應當調整土地供應結構等多項舉
措並用，以求繼續保持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的平衡，控制房
價發展速度，最終促進房價合理回歸。

中國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指出，促進房價合理回歸
並非意味着房價將馬上下調。房價合不合理，不同城市、不同
區位甚至是不同項目而言都對應不同的價格，不能一概而論。

對於未來房價下調區間的預期，業內人士認為，未來房
價仍存在 10%-20%的下調空間，但房價向合理價位回歸或
是長期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還需要銀行貸款、居民收入增長
等一系列政策配合。

據《重慶日報》報道，3 月 21 日，張德江會
見了赴渝出席中國（重慶）國際雲計算博覽會的
宏碁集團董事長王振堂一行。張德江表示，重慶
成為直轄市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
。其中一條最寶貴的經驗，就是堅持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
強大動力。加強渝台經貿合作，是重慶改革開放
的一項重要工作。

張德江：重慶堅持改革開放
張德江說，今後重慶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

改革開放，保持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進一步豐富、完善對外開放的政策措施，為提
高對外開放水平提供有力支撐。要不斷加大擴大
開放力度，充分發揮重慶優勢，進一步優化投資
環境，簡化投資程序，提高服務水平，保護投資
者合法權益，努力使重慶成為最佳投資目的地。
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為外來企業提供充足
的高素質技術人員。

張德江又指，重慶的發展進步，與廣大海內
外朋友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當前重
慶正處於重要發展時期，我們熱忱歡迎包括台商
在內的海內外客商來渝投資創業興業，分享重慶

的發展機遇。

汪洋：着力打造民營經濟
而本月12日，廣州媒體《民營經濟報》刊登

了《廣東 「創業二代」致汪洋書記一封信》。信
中說，雖然當前 「我們被貼上了 『富二代』的標
籤」，但 「我們更願意通過自己的努力」， 「定
位於 『創業二代』」，希望得到更多的關注和支
持。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也透過媒體發表了長達1000餘字的回信，對
「創業二代」銳意進取、開拓創新，志存高遠、

勇擔重任的精神表示肯定。
汪洋在信中說，期待廣東民營企業在轉型升

級過程中能湧現更多 「創業型接班人」。與前輩
相比，新一代民營企業家的 「創」，就是要順應
時代潮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通過轉型升
級，切實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就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堅持守
法誠信經營，認真履行社會責任，切實當好 「企
業公民」；就是要着眼長遠打造 「百年老店」，
既能仰望星空繪藍圖，又能腳踏實地幹實事。

汪洋又強調，支持年輕一代民營企業家成長
，是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增強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活力的重要舉措，粵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
高度重視做好這一工作，着力把民營經濟打造成
為支撐廣東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力量。他還支持
新聞媒體多研究民營經濟發展，多反映民營企業
呼聲，多為民營企業家成長 「支招」，在更好
地服務民營經濟和工商企業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
用。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二十二日電】廣東省房地
產協會今天在廣州舉辦市場景氣分析會，邀請權威專
家剖析市場、解讀政策，並發布了《廣東房地產藍皮
書 2012》。廣東省房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王韶表
示，目前各地樓市優惠促銷措施不斷，剛需開始釋放
，商品房成交量開始回升。

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2月，廣東房地
產完成投資546.84億元，同比增長40%。本年到位資
金小計1127.7億元，同比增長13.0%。全省商品房屋
施工面積2.87億平方米，同比增長19.2%。商品房屋
竣工面積866.5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0.5%。商品房
銷售面積621.95萬平方米，同比下降22.6%。銷售額
為485.53億元，下降28.5%。銷售均價7807元／平方
米，下降7.5%，呈現量價齊降態勢。

從數據來看，當前廣東房地產完成投資額仍保持

快速增長，竣工面積和批准預售面積也在大幅上漲，
而商品房銷售面積卻大幅下降，市場呈現較為明顯的
供過於求狀態，去庫存壓力從局部擴張到全局，企業
資金壓力明顯加重。

廣東省房協介紹，進入 2012 年以來，特別是春
節以後，部分開發商促銷力度開始加大，通過 「員工
內部價」、 「團購價」、 「特價單位」等不同形式進
行促銷，帶動了剛需的釋放，再加上銀行貸款利率回
調並優惠的政策執行，各地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開始小
幅回升。

數據顯示，廣州一手住宅市場上周呈現回暖態勢
，3 月 12 日至 3 月 18 日網簽達 2005 套，環比前一周
的 1407 套上漲 43%，是廣州頒布 「新國八條」以來
第三高的周成交。此外，東莞、佛山的成交量2月以
來也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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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強調政策穩定張德江強調政策穩定
汪洋為汪洋為創二代創二代叫叫好好

張德江穩軍心 台商繼續往前 本報記者 韓 毅

22 日 ，
2012 中國（重
慶）國際雲計

算博覽會在渝開幕。宏碁、惠普、華碩
、思科、微軟、富士康等 IT 知名企業
悉數赴渝參展。台灣宏碁集團董事長暨
執行長王振堂表示： 「昨天張德江副總
理會見了我，讓我更加堅定了在重慶發
展的信心。宏碁將繼續加大在渝投資力
度，實現互利共贏。」

王振堂在今日高層互動峰會的演講
頗受關注。 「昨天，我向張德江副總理
提出兩個請求：希望政策能夠前後一致
，運作團隊能夠穩定。張德江副總理給

予了肯定的支持。這讓我們對於重慶發
展雲計算產業深具信心。宏碁會持續增
加在重慶基地的產量。」他同時對在座
的國內外同行高管倡議： 「其他同業也
應保持信心，繼續往前推進，成就重慶
的宏圖大業，也符合我們大家的利益！」

重慶市長黃奇帆昨日在該市筆記本
電腦產業發展座談會亦強調，重慶市政
府將信守承諾，兌現筆電產業相關扶持
政策；加速廠房宿舍建設，滿足擴大產
能需要；做好勞動力配套，提供勞動力
保障供應，解決好員工衣食住行等問題
；做好社會治安和消防安全工作。

【本報重慶二十二日電】

近日，內地高官要員就維護非公有制經濟良好經營環境連續發聲，引發輿論關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在會見台企負責人
時表示，今後重慶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保持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
穩定性，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努力使重慶成為最佳投資目的地。而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則表示，支持年輕一代民營企業家成長，是促進民營經
濟健康發展、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力的重要舉措。

【本報記者鄭曼玲二十二日電】

張德江強調政策穩定
汪洋為創二代叫好

▲汪洋強調，支持年輕一代民營企
業家成長，是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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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長黃奇帆（左三）、宏碁集團董事長暨執行長王振堂
（右三）等在 「雲博會」 上合影 陳曉彬攝

▲開發商瞄準滬迪士尼板塊，扎堆開發城市別墅
群 楊楠攝

▲廣東開發商通過 「員工內部價」 、 「團購價」
、 「特價單位」 等形式促銷，帶動樓市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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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和廣東的兩位當地最高負責人，幾乎
在同一時間向投資者表示，將保證他們的投資
安全。汪洋還鼓勵 「富二代」開創百年老店。

他們為何要做出如此保證？因為就算到了
今天，企業家們投資營商也並非得到了安全保
障。在某些城市，地方政府有 「公司化」趨勢
，全面介入經濟運行，構成與非公經濟的競爭
關係，往往會利用超強的公權力從 「幫助之手
」轉變為 「掠奪之手」。又或者，權力人為自
己和自己的關係戶重新分配社會資源，利用公
權力介入財富分配，其結果是，很多個案以表
面上的 「依法」，實現了實質上的非法剝奪。
甚至，還有一些人，利用社會上對貧富差距懸
殊的不滿，煽動仇富情緒，企圖利用公權力
「殺富濟貧」，以達至所謂的社會公平。

近些年，有不少權威機構發布報告稱，中
國可投資資產規模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企業
家中，約有一半抱有移民意願。這場洶湧而來
的 「富豪移民潮」雖然由諸多因素造成，但主
要原因還是緣於對財產和人身安全的不確定
性，擔心當年的 「打土豪、分田地」再一次上
演。

事實上，社會公平絕不是 「大鍋飯」，不
是平均主義，不是 「吃大戶」、 「吃皇糧」，
不是 「掠富濟貧」。同樣的，社會公平也不是
放慢改革與發展步伐，更不是倒退回普遍貧窮
愚昧和行政權力高高在上支配一切的計劃經濟
狀態。必須認識到，社會公平是一張社會安全
網，每個人都能夠在這張安全網的保障下獲得
充分發展的機會，這當中既包括窮苦民眾，也
包括富裕人群，只要他們的財富來源合理合
法。

而更重要的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核心價值
在於程序正義。從這個角度看，即便一些地方
政府侵犯投資人合法權益的所作所為，是打着
緩解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公平的旗號，也不能
姑息縱容。因為，政府的政策目標不僅要保證
合情，同時還要保證手段的合理性。如果政府
假以改革之名，推出違背公民權利的政策，以

對遊戲規則的破壞，換回效率和成績，同樣是值得警惕的
行為。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 「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
在會場大聲念出了自己提案中的意見： 「今年是小平同志
南巡 20 周年，我們要像小平同志當年保護 『傻子瓜子
』一樣保護民營企業。要認識到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
權益，就是保護市場經濟，就是維護改革開放。」這
種聲音在此時此刻發出，值得我們深思。對
民企如此，對其他形式的正當投資盈利行為
也應如此。

特稿

曼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