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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再次升级，中国如何确
保经济平稳增长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其中，有一种
观点认为中国需要放松房地产调控以刺激经济。对
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
期，中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
的创新活力。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中国将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深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更高质量发展，向改革
要红利、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动力。因此，中国将牢
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
确保房地产市场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

楼市延续平稳基调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楼市延续了总体平稳的基调。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在解读 2019

年 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时
指出，各地进一步落实好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城市
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房地产市场基本延续
平稳态势。

具体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涨幅均略有扩大；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涨幅扩大，二手住宅涨幅回落；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回落，二手住宅涨幅微扩。

同时，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涨幅均略有扩大；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涨幅回落，二手住宅涨幅与上月相同。比如，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
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31个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回落0.6个百分点；35个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涨幅比
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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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平
稳，但从同比指标来看，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分化的苗
头，部分地区房价有所异动，这是需要警惕的。“近年
来，中国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推
动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加大了去投机、去炒作力
度，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时，如果稍有放松，
就可能前功尽弃。”丛屹说。

热点城市调控加码

江苏苏州最近几个月因为楼市升温过快而受到关
注。在这段时期内，部分紧俏楼盘基本上只有全款能买，

“排队选房”“倒卖房号”等现象一度死灰复燃。上海易居
地产研究院《百城住宅库存报告》显示，苏州楼市 3月份
成交面积75万平方米，环比增加103%，同比增达加47%。

对此，苏州市政府果断出台了相关措施，对苏州
工业园区全域、苏州高新区部分重点区域新建商品住
房实施限制转让措施；同时调整土地出让报价规则，
将土地出让报价条件从定值调整为区间设置。

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对热点城市楼市升温现象
给予了及时关注。日前，住建部在4月19日对6个城市
进行预警提示的基础上，又对近 3个月新建商品住宅、
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的佛山、苏州、大
连、南宁4个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住建部还要求，各
地要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进一步加强市场监测分析，及时解决市场运行中
出现的问题，切实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要求
落到实处，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表示，今年
以来，随着各地因城施策以及人才引进政策的不断落
地，个别城市受政策松绑预期影响，房地产市场出现
明显升温。在此背景下，住建部在1个月内两次发布预
警提示具有很明显的“敲打”意味，同时体现了稳地
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调控决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了“因城施策”绝不是“因城放松”。

稳增长依靠新动能

那么，外部冲击带来的“稳增长”压力，是否像

某些机构所说的那样要靠拉抬房地产市场来化解呢？
从有关部门近期密集发出的“稳楼市”信号中，不难
找到答案。

自然资源部要求，保持住宅用地供应稳定，引导市
场预期，促进房地产用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其中，商品
住房库存消化周期12—6个月的要增加供地。同时，自然
资源部《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2019 年版）》还明
确指出，要深入推动节约集约用地，通过转变土地利用
方式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释放更大的用地空间，保障新
产业新业态发展和民生服务设施建设需求。

稍早前，中国人民银行 《2019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 亦指出，下阶段货币政策要注重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坚持结构性去杠
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坚决打好三
大攻坚战。

“房价虚高、空置率高、投机成分高会直接挤压居
民其他消费、抬高社会融资成本。从各地实践来看，
指望房地产拉动经济基本上不可能持久。”丛屹说，中
美经贸摩擦扭转不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更
改变不了中国经济通过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迈向更高
质量发展的趋势。中国正在加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一季度，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4%、9.4%，增速均
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城市轨
道车辆、新能源汽车同比分别增长 153.7%、54.1%和
48.2%。新产业、新业态的带动力更强。未来中国仍会
把精力放在练好内功、转型升级方面，而不是刺激房
地产来对冲外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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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23日电（记者贺勇） 仅 1 个
工作日即完成通关备案手续，近日北京创造了
中国进口药品获准上市到临床使用的最短时间
记录。

去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有序
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对治疗
罕见病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
药品简化上市要求。北京市药监局创新机制和
做法，为群众急需的抗癌药、疫苗提供优质便
利通关服务，确保群众用药安全及时。

据介绍，九价宫颈癌疫苗在国家药监局快
速获批进口后，境外生产企业第一批6000盒疫
苗立即运抵了北京天竺保税区，北京市药监局

马上监督指导境外生产企业在保税区关口增附
中文说明书，监督指导企业按照有关要求完善
购货合同、装箱单、出场检验报告等制式文件
资料，仅 1 个工作日即完成通关备案手续，使
第一支疫苗顺利在海南完成注射。

在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天竺保税区，设有北
京市药监局分局和专门的药品通关窗口，24小
时不间断服务，为抗癌药、罕见病药等临床急
需境外药品实施快速通关。北京市药监局克服
了人员少任务重的困难，将原有的隔日分别办
理通关备案和检验调整为全部工作日均可同时
办理。针对群众急需的境外抗癌类新药特药，
打破通关备案和检验常规，助推境外新药在国

内同步上市。
针对新批准进口的用于黑色素瘤、非小细胞

肺癌、霍奇金淋巴瘤、膀胱癌等多种适应症的“广
谱”抗癌药物帕博立珠单抗注射液（PD-1，俗称
K药），及时解决了该药品急需进口，来不及对原
产国生产线设备、流程进行调整，故而无法按照
中国要求加贴追溯码的难题，允许产品进入保税
区仓库后补充赋码，快速放行入市。

优质服务吸引了原在其它口岸通关进口的
15 种药品转移至北京天竺保税区通关。目前，
北京进口通关药品品种达到 87 种，其中罕见
病、抗癌用等新特药21个，预计2019年进口通
关药品还将新增20个品种。

仅1天 北京创进口药品通关最快纪录 本报兖州 5月 23 日电 （张美
荣、梁超、蒋春艳） 近年来，山东
省济宁市兖州区坚持转变方式与优
化结构并举，扩大总量与提升质量
并重，进一步完善政策扶持，做优
服务环境，推动创新创业，打造民
营经济发展新优势，让民营经济发
展根深叶茂。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兖州区实施
梯队企业培育工程，全力支持华勤集
团、太阳纸业创建千亿级园区，“一
企一策”助推经典重工、百盛生
物、联诚集团、永华机械等骨干梯
队企业晋档升级，打造一批行业“单
打冠军”、“瞪羚”企业、“隐形冠军”。
今年一季度，兖州区新开工5000万元
以上产业项目21个，实施重点技改项
目22个，完成投资12.2亿元。

围绕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兖州列
出单子，排出投资280亿元的40个重
点产业项目进行集中攻坚，加快项目
进展。目前40个重点产业项目中，在
建项目达到26个，完成投资50亿元。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的落地建设，为
兖州民营经济蓄积了新动能。

兖州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王磊介绍，兖州科创园作为兖州区
双创孵化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
载体。目前，已有神泰电子、万辉
新能源等 7 家科技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的小微企业入驻兖州科创园。

目前，兖州区民营经济总户数
达到 4.74 万家，民营企业 8186 家，
今年一季度，全区民营经济完成营
业收入343亿元、上缴税金18亿元。

本报拉萨5月23日电（记者琼
达卓嘎）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了解到，西藏全区 2017 年人
均预期寿命测算结果显示，西藏
人均预期寿命达 70.6 岁，较 2010
年 测 算 结 果 的 68.2 岁 增 加 了 2.4
岁，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
外，西藏自治区孕产妇死亡率由
解 放 初 期 的 500010 万 下 降 到
56.5210 万，婴儿死亡率由解放初
期的 430‰下降到 11.59‰，提前完

成 2020 年预期目标。
截至 2018 年，西藏自治区的医

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1548 个，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数16787张，每千人口
床 位 数 为 4.88 张 。卫 生 人 员 总 数
24018人，卫生技术人员19035人，每
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5.54人，每千人
口执业（助理）医师2.41人，每千人口
注册护士1.62人。覆盖区、市、县、乡、
村五级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在西藏
自治区已经形成。

5月23日，在北京世园会园区的妫汭剧场，为期2天的“吉林省日”活动拉开帷幕。“吉林省日”以“生态吉林 大美长白”为活动
主题，通过文艺演出、特色产品推介、旅游宣传和商贸洽谈等形式，展示吉林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民俗风情。图为演员在表演民族舞蹈。

段学锋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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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2019以“创新、学习、合作”为主题的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大
连世界博览广场和大连星海会展中心举办，近600家中外企业参展。图为参展
企业展出的智能机器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刘德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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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均预期寿命70.6岁

兖州民营经济扩量提质兖州民营经济扩量提质

5月 23日，江苏省淮安
信息学院举办“美食节”，
彝族、布依族、苗族、土家
族、侗族等多个民族的大学
生，精心制作了土家族花甜
粑、内蒙古科尔沁奶豆、藏
族尕面片、回族蒸鸡等 22
种美食，吸引众多师生和社
会人士前来品尝。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美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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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2019中国义
乌进口商品博览会在浙江义
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
展会共设国际标准展位2012
个，参展企业近1000家，参
展商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40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图为墨西
哥客商在展示当地咖啡。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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