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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二套房貸首付提至七成
貸款利率為同期首套房貸1.1倍

煤電項目審批權擬鬆綁

【本報記者張建星、張曉陽博鰲八日電】據博鰲亞
洲論壇的新聞發布會上消息，中國首個國際醫療旅遊先
行區─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遊先行區戰略規劃已經
國務院批准出台，並獲得國家9項突破性優惠政策支持
。這一項目的投資將達到上千億元，將分為 「保健養生
」和 「醫學治療」兩大部分，依靠中醫和海南氣候環境
，並引入哈佛等國際頂級醫療機構，使其明顯高於亞洲
的新加坡、泰國、印度以及中東的迪拜等醫療旅遊目的
地，最終將博鰲樂城建設成為世界養生勝地。

「先行區」由大樂城和小樂島組成，共20.14平方
公里。而這9項政策包括加快先行區醫療器械和藥品進
口註冊審批；先行區可根據自身的技術能力，申報開展
幹細胞臨床研究等前沿醫療技術研究項目；衛生部門在
審批先行區非公立醫院機構及其開設的診療項目時，對
其執業範圍內需配備且符合配備標準要求的大型藥用設
備可一併審批；境外醫師在先行區內執業時間試行放寬
至3年；允許境外資本在先行區內舉辦醫療機構；可適
當降低先行區部分醫療器械和藥品的進口關稅；適當增
加先行區建設用地計劃指標；支持並指導先行區引入生
態、醫療、新能源等相關國際組織，承辦國際會議；鼓
勵先行區利用多種渠道融資，吸引社會投資等。

其中加快醫療器械和藥品進口註冊審批，放寬境外
醫師執業時間，允許申報開展幹細胞臨床研究等優惠政
策，突破了國家現行的管理規定，是特有的先行先試政
策，對先行區的醫療服務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並可以獲得更加廣泛的國際交流和合作機會。

【本報記者張曉陽博鰲八日電】國家發
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在博鰲亞洲論
壇的分論壇上表示，在過去十年經濟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實體經濟發
展得很好，但也承受虛擬經濟帶來的 「開
放紅利」造成的中國房地產泡沫、資產泡沫
以及產能過剩問題。

張燕生指出，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
，才能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貢獻。若虛擬經
濟脫離實體經濟，會帶來很大的麻煩，這往
往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對於亞行副行長Stephen Groff指出，亞
洲從金融危機以來積累的很多儲蓄並沒有進
一步再投資到原來的區域，反而轉投到美國
以及歐元區的一些低收益的債券產品當中，
造成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這不利亞洲長
期經濟增長。張燕生對此表示認同。他表示
，如何防範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尤其是
防範虛擬經濟脫離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中國
從這次經濟危機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教訓。下

一步，中國努力的方向在於如何能夠為落後地區、落後
國家和落後的民眾開發出更多為他們脫貧的虛擬經濟市
場工具。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八日電】由商務部、中國貿
促會、江蘇省政府共同主辦的首次中國（昆山）品牌產
品進口交易會，將於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江蘇昆山市
舉行，這是中國舉辦的首個國家級專業進口展會。截至
目前，已有美國、加拿大、德國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600家企業確認參展。此外，10個國外政府及機構、行
業協會確認組團參展。

本屆進口交易會共設機械設備，環保、新材料、新
能源，電子信息技術與產品，汽車零部件技術及產品，
品牌消費品五個專業展區，展覽面積共6萬平方米。據
江蘇省政府副秘書長方偉介紹，本屆進口交易會以 「開
放合作、轉型升級」為主旨，圍繞國家和江蘇省 「十二
五」時期重點引進的新技術、新設備和重點發展的戰略
性新興產業，重展示國外裝備工業、環保產業、信息
技術等重點領域的品牌產品和技術。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八日電】根
據深圳中原對規劃與國土資源委員會成
交數據監測， 「國五條」新政推出首周
（本月一至七日）一手住宅成交量、價
環比分別升30.93%、5.88%，達到成交
1270套，房價再次突破2萬元（人民幣
，下同）。二手住宅成交量則大降，但
價格仍保持穩步上升的態勢。

當周，一手住宅成交面積為11.45
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2.1164
萬元，為連續三周上漲後，再次突破2
萬。當周二手住宅成交768套，由於清
明假期，本周僅有四日的數據記錄。從

日均成交量看，成交大幅下降，為去年
五月份以來的最低日均成交量。當周二
手住宅的成交均價為每平方米2.6311萬
元。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觀點稱，新政
實施首周，二手市場大受影響，三月份
搶搭政策末班車式的透支效應，在本周
開始顯現，而一手市場則保持比較穩定
的狀態。預計未來二手市場將迎來一段
平淡期，價格也將隨之進入一段盤整期
；一手市場的成交量有望進一步提升，
價格將保持穩中有升的態勢。

在「國五條」北京細則公布一周後，
北京公積金貸款和北京市商業銀行房貸
政策的新政正式落地。據央行營業管理
部的通知，借款人通過北京市住建委房
地產交易系統完成網上簽約所購住房，
其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業務依據調整後
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辦理。但維持對
貸款購買首套自住房的家庭，繼續執行
最低首付比例30%的規定；並繼續暫停
發放家庭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

支持改善型購房需求
央行營業管理部的通知並明確，對

在北京住建委房屋登記信息系統中顯示
無房、在央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
中有一筆住房貸款記錄、第二次申請貸
款購買住房的家庭，仍執行首付款比例
不低於60%的政策。營管部有關負責人
稱，這一規定 「體現了對居民自住型、
改善型購房需求的支持」。

與此同時，北京住房公積金管理中
心也發布《北京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關
於實行住房公積金個人貸款差別化政策
的通知》（下稱《通知》）。北京住房
公積金管理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公積
金貸款差別化政策調整基於職工的住房
情況，這既充分考慮到普通職工的基本
住房需求，也有利於抑制投資投機的購
房行為。既體現了制度公平性，又加快
了貸款資金回流速度。

《通知》指出，借款申請人購買第
二套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
70%、貸款利率為同期首套住房貸款利
率的1.1倍；對於在北京市住建委房屋
交易權屬信息查詢系統中顯示無房，但

有一筆住房貸款記錄或一條公積金提取
記錄，符合第二套住房貸款條件的借款
申請人（簡稱 「無房有貸」申請者），
仍執行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60%、
貸款利率為同期首套住房貸款利率1.1
倍的政策。

為避免高收入家庭長期佔用貸款資
金，《通知》明確人均月收入超過北京
市職工月平均工資3倍（含）以上的，
其月還款額原則上不低於其月收入的
50%；月還款額在不低於貸款月最低還
款額的基礎上，應不低於住房公積金的
月繳存額，使住房公積金全部用於住房
消費。

業內質疑政策合理性
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院分析師張旭也

同意，公積金貸款制度是為保障 「剛需
」購房者的實際需求。政策對大戶型商
品房、二套房購房者的貸款最高額度進
行限制，將促進購房結構更合理，進一
步壓縮投資空間。

但北京銀行副行長張東寧昨日在博
鰲亞洲論壇上回應有關提問時稱，無論
是首付比例還是貸款利率的提高，都是
使老百姓真實的改善性購房支付成本更
高，更買不起房子。他更直言： 「不認
為這樣的政策有合理性、至少與目標相
悖，搞不懂決策者是讓老百姓買房更輕
鬆還是更不輕鬆、更幸福還是更不幸福
。」亞太城市房地產業協會會長謝逸楓
此前也表示，上述加大對投資投機炒房
需求的打擊缺乏針對性，公積金二套房
貸與商業銀行二套貸基本是改善性需求
，屬於合理的需求，不應該打擊。

【本報實習記者陳若菲廣州八日電】
新 「國五條」地方細則出台一周，廣州
二手樓市遭遇寒冬，陽光家緣網數據顯
示，本月首周二手樓交易環比大跌75%
，同比亦減少23%，二手樓網簽總計
378套；清明假期交易量更環比劇減
91%，二手樓網簽僅99套。有專家表示
，三月 「末班車」行情透支四五月市場
需求，且20%交易稅政策並未落地，不
少買家選擇觀望。

不過，陽光家緣網數據顯示，成
交均價仍與上月相近，保持在1.8萬元
（人民幣，下同）一平方米的水平。
細則發布首周廣州一手樓交易量亦環
比大跌。據網易房產數據中心統計，
清明廣州一手樓網簽455套，較上月同

期的909套，大跌5成。不過樓價仍同
比上漲，網簽均價每平方米為13519元
，較去年清明12012元一平方米的均價
，上漲12.5%。

廣州房地產協會特約研究員韓世同
表示，為免受20%交易稅政策影響，三
月不少業主和買家搶搭 「末班車」，已
透支四五月二手樓市場需求，加之廣州
20%交易稅政策尚未明朗，買家害怕交
易過程中受政策出台影響，亦會保持 「
觀望」態度，未來幾月二手樓交易可能
持續低迷。合富置業市場經理梁燕明則
指出，廣東傳統中清明 「避諱買樓」，
因此二手樓成交趨冷是意料之中。近幾
日出手交易的二手買家多符合新規中免
徵個稅條件，如房改房轉讓等。

據內媒獲悉，能源局擬下放電力、
煤炭項目審批權，將火電單機60萬千瓦
以下、煤炭新增產能每年120萬噸以下
項目核准權限下放地方，此舉有望為一
直收緊的產業政策鬆綁，提高行政效率
，減少尋租空間。不過，一位電力企業
人士指出，在電力結構調整、資源供需
寬鬆的條件下，下放審批對於火電投資
的刺激預計不會明顯。

地方不可自行組織生產
同煤集團董事長張有喜曾在今年全

國兩會期間表示，一個投資項目至少要
經過33個政府部門及事業單位關卡，出
台147個文件，蓋205個公章，799個審
批工作日。如遇個別部門或人員故意刁
難，企業還將付出加倍成本和代價。另
有企業人士指出，煤礦生產需要 「六證
齊全」，為給煤炭生產許可證延期，需
加蓋40多個公章，但證件期限只能以其
他五個證中最早到期的為準。因此，兩

個月之後，還得重新跑一遍。
國家安監總局煤炭信息研究院副

院長劉文革認為，煤炭生產應按市場
規則，企業在符合安全、環境等要求
下，根據資源狀況自行組織生產。政
府部門應該加強社會監管，減少對具
體項目管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下放煤礦、
電力項目審批權限並不意味地方可以自
行組織生產，煤電產業政策已設置了最
低門檻。據國家發改委、能源局今年二
月發布的《煤炭產業政策》（修訂稿）
指出，國家逐步提高煤礦企業最低規模
標準，鼓勵通過兼併重組等方式，提高
煤炭產業集中度。

其中，山西、內蒙古、陝西等地新
建、改擴建礦井規模原則上不低於每年
120萬噸；重慶、四川、貴州、雲南等
地不低於每年15萬噸；福建、江西、湖
北、湖南、廣西不低於每年9萬噸。其
他地區新建、改擴建礦井規模不低於每

年30萬噸。
就下放審批權的影響來看，一五大

電力企業人士指出，在下放60萬千瓦電
力機組核准權前，地方政府基本上沒有

火電項目審批權，除非單設小電廠。但
在電力結構調整、資源供需寬鬆的條件
下，下放審批對於火電投資的刺激預計
不會明顯。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八日電】廣州國際玩具及模
型展覽會今日在廣州開幕。廣東省玩具協會常務副會長
李卓明表示，歐債危機催促玩具產業升級換代，令廣東
玩具自有品牌出口逐年增加。而加大創新力度增加產品
附加值，成為企業應對勞動成本快速上升的法寶。

近千家玩具、動漫、童車及嬰童用品製造廠商和經
銷商參展，共尋商機。李卓明認為，歐洲債務危機持續
發酵對中國玩具出口影響很大，面對海外市場需求不振
和境內生產成本快速上升等諸多困難，歐債危機催促玩
具產業升級換代，中國玩具製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產品
升級換代。香港貿發局官員認為，隨歐洲債務危機逐
步緩解，美國經濟開始復蘇，世界玩具市場在經過低潮
後，按以往經驗將迎來新一輪增長，香港和廣東作為世
界玩具製造和銷售中心，玩具產業也將會迎來新的發展
機遇。

參展商中不乏港企，主辦單位還專設香港館。研發
製造迪士尼EVA家居房間的港企投資東莞永輝輕膠製品
公司，其總監方紹雲表示，品牌是一個企業的靈魂。相
對於OEM代加工出口，要在中國長期經營並做好消費
市場，需要品牌影響力。近年來，不斷開發屬於自有品
牌的產品，市場明顯擴大。

北京公積金貸款和北京市商業銀行昨日起將實行新的房貸政策
。購房者使用公積金貸款或北京市的商業銀行申請貸款二套房時，
首付款比例由原來的不低於六成提高至不低於七成，成為 「國五條
」 細則公布後內地首個上調二套房購房門檻的城市。央行營業管理
部有關負人解釋，自去年四季度以來，北京市商業銀行個人住房貸
款增速加快，其中第二套住房貸款佔比有所上升，並明顯高於全國
平均水平，因此對北京市差別化住房政策進行調整。

實習記者 步瀟瀟

穗二手房交投急跌75%

▶穗二手樓
市遭遇寒冬
，廣州房地
產交易大廳
門可羅雀

陳若菲攝

深一手房量價齊升

滬上周新房成交跌60%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八日電】

「國五條」上海地方配套細則出台
後，該市二手房成交量明顯萎縮，
全市一手房銷售整體遇冷，市場重
新陷入觀望。繼前一周上海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量破40萬平方米大關後
，上周樓市成交量出現明顯下滑。
本月前7天，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積環比下跌59.7%，至17.35萬
平方米；此外，當周新房成交均價
也環比前一周上揚3.9%，達每平方
米2.5249萬元（人民幣，下同），
這是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價連
續第四周出現上漲。

分析普遍認為，滬版 「國五條
」細則落地令 「政策末班車效應」
消退，加上清明節祭掃高峰，是上
周該市新房市場成交縮水的關鍵因
素。而對於上周該市新房成交價年
內第三次衝破2.5萬元關口，德佑
地產研究總監陸騎麟稱，主要是上
周中高端樓盤佔成交總量比例高達
25%。據該行提供的數據，當月前

7天上海單價在每平方米五萬元以
上的高端商品住宅共成交50套，僅
較前一周減少6套。

同期，上海新房供應總量也出
現明顯縮水。數據顯示，上周上海
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應僅2.1萬平
方米，環比前一周縮水95.8%，創
今年單周供應最低。

上海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總監
宋會雍指出，二手房市場前期成交
的放量，已充分透支未來幾個月的
需求，而一手房市場的客源卻仍得
以大部分的保留，初步判斷 「經短
暫停歇後，上海一手房市場交投表
現料呈現迅速反彈，穩中有升的銷
售格局將得以延續」。21世紀不動
產上海區域分析師黃河滔補充說，
上海地方調控細則在執行層面的不
確定性，已使樓市情緒逐漸從 「恐
慌」轉變至 「觀望」，考慮到三月
市場已大幅透支了未來的需求，預
計至少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樓市成
交將出現逐步向下「摸底」的過程。

▲上海上周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應環比縮水95.8%，創今年單周供應
最低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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