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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日前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
幕。来自中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440 多家机构参展，同期举办 19场系列论坛。图为江苏
银行工作人员展示银行迎宾机器人功能。

春 光摄 （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围绕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的“房住不炒”的发展理念，楼市供求格局发生可
喜变化：房价涨幅明显缩小，去库存成效显著，投
机炒房受到扼制，自住需求稳步释放。

12 月 8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
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业内认为，
随着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领域多
项政策和制度推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将逐步形
成“租购并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
新格局。

投机炒房受到遏制

今年以来，楼市调控政策严厉度与密集度
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且日趋精准化、精细
化。中原地产日前统计，今年有50多个城市出
台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超180次。

3 月中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遏制热点
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此后，从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到南京、杭州、厦门等热点二线城市，
从合肥、武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到环京、
环沪、环深等一线城市的都市圈，“调控升级”
成为“主旋律”。5 月，楼市进入限购、限贷、
限价、限售、限商等“5 限”时代。6 月开始，
各地逐步调高房贷利率。9 月以来，监管部门
严查各类“消费贷”进入楼市。

目前，一线城市全部“认房又认贷”，非户籍
人口购房门槛均提高至5年。多个城市限制离婚
买房。珠海、保定个别地块限售延长至10年。

“去杠杆和限售是两大新武器”，深圳乾运

公司董事长张俊英说，去杠杆让癫狂的市场冷
静下来，投资变成“鸡肋”。限售让资金易进难
出，楼市基础夯实了。统计显示，一二线城市
房价同比涨幅已连续10个月回落，但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房企土地购置面积等核心指标依
然保持平稳增长。

租购并举改变格局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写
入十九大报告，这是一个重大的民生承诺，为
今后房地产调控和改革确定了方位。”中国 （海
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7月21日，住建部会同9部门印发《关于在
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通知》，选取了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沈
阳等12个城市，首批开展住房租赁试点。一批
城市拍出只租不售地块，万科、华润、恒大、
碧桂园等大型房企进入租赁市场，建设银行等
金融机构推出租房贷款。

业者认为，如果将2002年到2016年房地产
市场化改革归纳为全面市场化、土地招拍挂、
推进金融化、房产投资化，那么2017年以后应
该是房住不炒、租购并举、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

链家集团董事长左晖预计，未来中国租赁
人口占比约 1/3。“租购并举堪称一轮新房改”，
365网实际控制人胡光辉分析，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避免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推进租购同权，
形成社会风气，避免市场大起大落。

新政探索逐步展开

记者梳理近期各项房地产改革政策发现，
实现广大群众住有所居的新一轮政策举措和探
索正逐步展开。

在金融方面，监管部门严查各类消费贷、
首付贷流入楼市，推出了限贷措施、调整住房
公积金的使用以及国家住房银行的探讨。

在住房供应方面，已经形成了商品房、保
障房、共有产权住房、建立住房租赁市场等。
住房建设方面，社会建房、企业建房、政府建
房、合作社建房等实现多元化。

在立法方面，正在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在
土地制度方面，要实现“三匹配”、村集体土地
允许开发入市等。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日前表示，住建部将综
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
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强调，
租赁房源大规模入市、削弱房地产金融属性、
房地产税立法，都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长效制度
安排。随着各项改革推进，楼市有望步入稳定
健康的轨道。

（据新华社南京 12月 10日电 记者邓华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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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态势依旧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楼市供求格局发生可喜变化

日前，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出炉。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为
51.8%，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8%，二者
分别比上月上升 0.2 和 0.5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指
出，两项最新关键指标延续向好态势，进一步反映
出中国经济稳中有进风采依旧。如今，中国各类经
济主体正更加关注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积极培育更
新、更强的增长动能，以期实现含金量更高的增长。

关键指标持续向好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制造业 PMI指数自 2016年
10 月份以来连续 14 个月保持在 51%以上较高水平，
11月份为今年以来的次高点，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平
稳增长的特点更加明显。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
指出，数据反映出经济的三方面特征：一是供需两
端均衡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企业采购意愿
增强。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旧动能加快
转换，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对
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三是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和全球经济回暖，进出口稳步增
长，而同时价格涨势继续趋缓。

与此同时，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和“新零售”
概念的推动下，批发零售、互联网软件信息技术服
务、邮政快递、装卸搬运及仓储等行业业务总量也
实现快速增长，相关领域商务活动指数明显高于服
务业总体水平。

“今年以来，尽管投资、消费等需求端有所波
动，但供给端则表现平稳，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其
中，工业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高污染、高
能耗产业有所收缩，而高端装备制造、高科技等新
兴产业加速成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正在不断提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
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

增长质量更受关注

除了宏观经济指标之外，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
中国企业发展质量提升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例如，随着工程建设要求的提高，超大直径盾
构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不久前，一台中国自
主设计制造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在郑州中铁
装备集团成功下线。这台集合了机械、电气、液
压、传感、信息、力学研究等尖端技术的高精密工
程机械，彻底打破了国外盾构厂商在此领域的垄
断。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亦表现不俗。其中，百
度积极与传统行业融合，积极进军自动驾驶汽车市
场、线上医疗等领域；阿里巴巴则通过购买零售商
店，以技术融合更好地管理库存并提高利润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
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地产全球化暨海外投资高峰论
坛上指出，中国经济正从以往的重视增长速度根本
转变为关注发展质量。他认为，未来结构调整、产

业整合、科技创新、消费升级等领域蕴含的投资机
会非常多，而缩小在教育、金融、医疗、文化、农
业等领域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
议题。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是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的重要论断。这反映
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由强调要素积累到注
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变阶段。”牛犁说。

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拉美社报道称，在内需强劲和出口复苏的带动
下，2017 年前 3 个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6.9%。这
些数据9月以来让诸多国际机构备感振奋并纷纷调高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预计，中国经济
增长未来将继续保持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而
是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周期。高盛高
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认为，中共十九大之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向更加清晰。未来，中国
将加快推进改革以化解过去高速增长阶段所累积的
风险和负面外部因素，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可持续性。

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7 年第三季度 《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 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新型城镇化、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消费升级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
大的特质没有改变。

“需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在地方债务、房地产
市场等领域面临很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继续保持好稳定性、适应性和渐进
性。同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精准调控、编
制规划，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牛犁说。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规划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齐中熙） 记者从中关村

发展集团获悉，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规划日前发布。三期
将重点建设“健康、人才、科技金融、创研、智造”五大功
能区，规划面积超过360万平方米。

中关村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宣鸿表示，中关村
生命科学园现已成为集生命科学研发、企业孵化、成果评价
鉴定、生物技术项目展示发布、风险投资、国际交流、人员
培训于一体的国际化高科技园区。目前，生命科学园一期、
二期建成区内已聚集了超过400家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相关领域
的创新机构和企业，落户了7个国家重点工程中心和实验室，
吸引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

据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公司负责人介绍，生命科学园三期
将建设生命科学金融中心标志性建筑群，建设生命科学博物
馆和国际会展中心，布局技术转移中心和国家级审评中心。
目前，国家食药监总局三个审评中心和国家脑科学与类脑研
究北方科学中心已在该区域选址建设。

据新华社武汉12月10日电（记
者董越、廖君） 10 日举行的武汉旅
游发展招商引资签约仪式上，数十家
文旅企业共为武汉带来旅游项目 36
个，项目总规模达到 1183 亿元人民
币，助力武汉旅游格局由“长江游”
向“全域游”转变。

记者从签约现场了解到，这 36
个项目覆盖面广泛，包括挖掘利用当
地自然资源的传统旅游项目，如位于
新洲区的将军山龙岩景区、黄陂区的
木兰冰雪旅游城，也包括依托深厚文

化底蕴的文化旅游项目，如汉绣博物
馆、黄陵老镇，还包括旅游配套项
目，如酒店建设和旅游营销。这些旅
游项目覆盖全域旅游要素，将推进武
汉旅游由“长江游”向“武汉游”发
展。

突出高科技元素的现代文旅项目
是此次签约的亮点。投资1亿元的华
中电竞中心，希望通过电竞产业集聚
拉动文化旅游业发展，VR虚拟智慧
旅游体验项目投资约 1.2亿元，试图
将旅游业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

36个项目落地武汉助推“全域游”36个项目落地武汉助推“全域游”

据新华社成都12月10日电（记
者胡旭） 第三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
坛9日在四川攀枝花市开幕。期间，攀
枝花、秦皇岛等19个主要与会城市一
致倡议并发起成立康养产业城市联
盟，合力推进康养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攀枝花市市长王波表示，近年来，
康养产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但总
体仍处在起步阶段，其内涵和外延、制
度设计和发展路径、产业标准和业态
模式等都还处在探索之中，面临政策
碎片化、产业链不完整、专业人才匮乏
等因素制约，亟须加强各方合作。

此次成立的康养产业城市联盟，

将为政策研讨、路径探索、标准制
定、项目合作等搭建更加广泛密切的
交流平台，促进政策、资金、项目、
市场等康养产业要素在彼此间有序涌
动、共建共享，实现优势互补、错位
协同、发展共赢。

康养产业城市联盟发出三点倡
议：一是建立务实交流合作机制，推
动康养产业发展论坛、产业峰会和推
介会等活动蓬勃开展；二是加快完善
康养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康养产业发
展新思路、新模式；三是充分发挥各
城市优势，提升康养产品和服务供给
质量，提高康养产业层次。

19城市成立康养产业城市联盟

12 月 10 日，安徽省合肥市第三十八中学的学生们走进中国科学
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与科研人员零距离接触，了解固态量子、半导
体量子芯片等相关量子方面的科学知识，感受科技魅力。图为学生在
研究设备的实验原理。 熊 伟摄（人民视觉）

国际创新创业博览会在京举办

“哈尼卡”是达斡
尔族特有的玩具纸偶。
近年来，内蒙古呼伦贝
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为了保护“哈尼
卡”等民族传统文化，
施行《达斡尔民族民间
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培育民族文化产业。如
今，“哈尼卡”凭借雅
俗共赏的观赏性，成为
一张特有的民族文化名
片，被越来越多的人所
喜 爱 。 图 为 12 月 10
日，游客在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的民俗体
验馆学习制作“哈尼
卡”。

本报记者
吴 勇摄

学习制作学习制作
““哈尼卡哈尼卡””

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严
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至布里斯班航线首航仪式今天在北京
举行。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侯绪
伦在首航仪式上表示，北京—布里斯
班航线是国航从中国直飞澳大利亚的
第六条航线，布里斯班也成为国航继
悉尼、墨尔本以后的第三个澳大利亚

通航点。这条航线的开通是国航不断
拓展全球航线网络的又一举措，也是
国航继续优化中澳航线网络的具体体
现。该航线开通后，将为北京与昆士
兰州的经贸交流、产业合作和旅游发
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

北 京 至 布 里 斯 班 航 班 号 为
CA795/796， 每 周 四 班 ， 由 空 客
330-200执飞。

国航北京至布里斯班航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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