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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房地产市场怎么走？上年底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
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
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随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在年度工作会议上明确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分
析人士普遍认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于中国
经济稳中有进十分重要。在“房住不炒”定位之下，
今年房地产调控不会松懈，楼市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同时，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也将稳步推进。

根本定位不容含糊

2018 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态
势，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房地
产市场交易趋于理性，市场预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这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房住不炒”是中国始终坚持的房地产政
策方向，如今中央经济会议再次强调，体现了中央的
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现在，很多地区房屋空置率依
然高企，房地产成了经济‘实虚失衡’的关键节点。
坚持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就是要挤出泡沫，化解此前
部分区域房地产过热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丛屹说。

“坚持‘房住不炒’才能让住房回归居住功能，避
免让住房成为单纯的投资工具，形成‘全国炒房、过
度投资’的不利局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赵秀池
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房地产调控
的导向没有发生变化，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的调控思
路还将延续。未来，各地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继续落实“房住不炒”这一根本定位，实现房地产平
稳健康发展。

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看来，2019
年各地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要
科学分析、比较评价，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防止投
资投机“卷土重来”。刘洪玉表示，长期来看房地产调
控需要从以行政措施为主向综合施策转变，财税、土
地、金融和行为规制等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长期制度
将发挥更大作用。

因城施策让政策体系更合理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 《中
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 （2018 年 12 月）》 显
示，房地产调控政策保持了延续性与稳定性，部分开
发商及住房投资者关于房地产调控全面放松的预期一
再落空，开始逐步降价售房；货币化棚改政策的调整，
对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复杂

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使得部分家庭推迟了购房决策。
这些，促进了房价降温城市增加，市场更加理性。

与此同时，该报告建议，未来房地产政策应保持
政策定力，即使房价出现暂时性下跌，也不能出台刺
激或鼓励购房政策，从而导致房地产调控前功尽弃。
但部分房价下跌的城市，可以因地制宜地对一些不合
时宜的房地产政策进行微调，使得房地产政策体系更
为科学合理。

对于 2019 年的房地产调控工作，住建部在全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以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为目标，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长效机制，坚决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住建部要求，坚持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
市主体责任，加强市场监测和评价考核，切实把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责任落到实处。继续保持调控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强房地产市场供需双向调节，改
善住房供应结构，支持合理自住需求，坚决遏制投机
炒房，强化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确保市场稳定。同
时，加大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继续深入开展治理房
地产乱象的专项行动。

不走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老路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
提质换挡的关键阶段，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对于经济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
各项政策也将更加放眼长远、服务民生、顺应经济转型
需要。“各地应该围绕自身城市化进程，根据人口流动和
资源禀赋发展适合自己的支柱产业，形成新的增长
点，避免回到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老路。”赵秀池说。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进
一步指出，在房价相对合理情况下，房地产繁荣会扩
大上游水泥、钢材等原材料需求，同时带动下游家
电、建筑装饰等产品的热销，但是随着部分地区房价
到了泡沫化阶段，土地、厂房、人工成本都大幅提
升，制造业利润空间和居民消费能力被不断压缩，从
而造成房地产“稳增长”的边际效应减弱。黄志龙
预计，2019 年在“房住不炒”的调控精神指导下，
各城市的政策或有微调，但整体上保持严调控态势
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无论是行政调控，还是因城施策，地方政府都要
为本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担负起主体责任。”丛屹表
示，2019 年，房地产政策应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继
续大力发展多元市场供应主体，发展多层次租赁市
场；二是进一步加强金融政策的结构性管控，防止资
金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

增加公租房有效供应、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
房、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存量土地、加快推
进租赁住房建设、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新市民
租房购房的支持力度……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
议对2019年重点工作的部署，已经展现出鲜明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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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经济怎么干⑧2019，中国经济怎么干⑧

楼市“稳”字当头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据新华社悉尼1月1日电（郭阳） 澳大
利亚悉尼在五彩斑斓的烟花中迎来了 2019
年。午夜时分，数万枚烟花从停泊在海港
的 7艘驳船上一飞冲天，散发出夺目光彩，
与悉尼海港大桥的彩光特效交相辉映。据
悉，这些绚丽的烟花绝大部分产自中国。

午夜烟花表演以“悉尼脉动”为主
题，全长 12 分钟。新颖的脉动造型和多色

波动渐变效应搭配，营造了一幅流星花雨
的夜幕。体现悉尼夏季色彩的青、桃两色
成为当夜的新宠。

悉尼市市长克洛弗·摩尔说，约 100 万
观众在现场观看了跨年烟花表演。

烟花表演总指导福尔图纳托·福蒂说，
此次活动使用了 8.5吨烟花，其中 90%采购
自中国。

本报北京电 （石畅、齐琦） 日前，南
京大学成立自然资源研究院。该研究院致
力于建成我国自然资源领域重要的智库、
理论库与技术库，瞄准自然资源领域的世
界难题和国家需求，建设面向地球资源科
学与生态、环境领域的多学科交叉、汇聚
一流人才的综合性科研平台。

南京大学自然资源研究院为新型跨学
科交叉研究院，从事自然资源理论探索、
技术研发和政策研究。首批建设6个研究中
心，分别为油气资源研究中心、可再生能
源研究中心、水科学研究中心、国土空间
优化与管制研究中心、环境资源与风险研
究中心、湿地与滩涂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成立自然资源研究院

中国烟花绽放悉尼夜空迎新年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
出入境边检机关全员统一换着
人民警察制服上岗执勤，以全
新形象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通关
服务。图为石家庄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民警王悦峰 （左） 为旅
客讲解出境有关注意事项。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雪龙”探南极

坚守岗位
过新年

2019 年 1 月 1 日是新
年第一天，众多劳动者忙
碌在工作岗位上。图为河
北石家庄新乐市医院手术
室里一名护士在为新生儿
按脚印。

贾敏杰摄
（新华社发）

新警服
新服务

据新华社合肥1月1日电（记者姜刚）
保障合理用地需求、降低用地成本、鼓励
盘活使用存量用地、不动产登记压缩至5个
工作日以内……记者从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获悉，该厅近日推出一揽子新举措，促进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在保障合理用地需求方面，安
徽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在编制全省国土空间
规划时，各地要充分考虑民营经济发展对土
地资源的需求，在规划时间、空间、结构分布

上进行科学合理、适度有序的安排。统筹调
度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积极盘活存量土地，
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土地供给，满足民营企业
在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中的合理用地需
求。鼓励民营企业利用现有存量工业用地，
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创新平台等国家支
持的新产业、新业态建设项目。

与此同时，安徽省将降低民营企业用
地成本，鼓励各地结合产业类型和产业生
命周期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国资委获悉，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上海地方国资的资产总
额已突破 19 万亿元。2018 年，上海国有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有所提升，体现了稳
中求进总基调的要求。

上海是国内率先开展地方国资国企改
革的区域之一。上海市国资委党委副书记
肖文高日前在上海国资高峰论坛上表示，
2018年上海出台了地方国企全力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的实施方案，一批企业开展职
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
员工持股、国有创投企业市场化运作等试
点。2018年1月到11月，上海地方国企实现
营业收入3.05万亿元，利润总额2956亿元。

面对改革继续深化、发展更高质量的
要求，作为重要微观市场主体的地方国
企，积极拥抱产业变革成为业界选择。

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氢燃料电
池汽车，面对 2018年极具挑战性的汽车市
场，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出了稳
定实力。2018年，上汽自主品牌乘用车和商
用车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接近50%。

产业创新变革需要市场的验证。从一
些企业的实践看，布局未来的前瞻性投资
得到了市场的丰厚回报。

“20 年前我们决定投资医药行业的时
候，企业尚无这一业务。经过多年的发
展，上实旗下的上海医药集团已经成长为

全国第二大医药集团。”上海实业集团总裁
周军表示，深度资本化、再次国际化、聚焦
大健康是上海实业近两年新的发展战略。

地方国企的求新求变，得到了地方国
资运营平台的支持。上海国盛集团董事
长、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院长寿伟光
表示，国盛作为上海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
台之一，将探索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和运作
方式，盘活和提升国有资产的市场价值。
同时，参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行业的投资，探索推进国有资本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路。

（据新华社上海1月1日电 记者王默
玲、何欣荣）

上海国资资产额突破19万亿

安徽民企迎来一揽子用地新举措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董峻、于文
静） 2019 年，我国将重点围绕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拓展改革试点，丰富试点内
容，探索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
权有效途径。

这是记者日前从正在此间召开的全国
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农
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 2018 年中央
一号文件作出的改革部署，目的是落实宅
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
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

赋在会上表示，2019 年这项改革将结合发
展乡村旅游、下乡返乡创新创业等，探索
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的办法。

农业农村部将抓紧制定加强农村宅基
地管理的政策文件，建立相应工作体系和
工作机制，指导各地规范开展管理工作。

同时，开展闲置宅基地复垦试点工
作，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和农房调查，
摸清全国宅基地基本情况，力争 2020 年
基本完成房地一体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颁证
工作。

农村宅基地改革今年将稳慎推进

2018年12月31日，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昆仑队16名队员平安穿越南极内陆被称
作“鬼见愁”的冰丘密集区，进入南极冰盖高原地区。目前，队员们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
图为昆仑队车队行驶在“鬼见愁”冰丘密集区。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