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购城市扩围 房产税试点扩军

五大措施绵里藏针 调控暗含加码空间（主）

本报记者 张敏

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会议提出了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任制、坚决抑制投机

投资性购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和加强市场监管等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并强

调加快形成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与此前市场传言的二套房门槛提高等措施相比，此次出台的新政力度稍显温和。业内人士指出，高层在两会前夕针对

楼市调控再发强音，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看似原则性的表态背后，不排除未来调控加码的可能。 若房价持续大

幅上涨，限购扩围、信贷门槛提高和房产税试点扩军都可能成为政策加码的着力点。

楼市微妙 政策强音适时发出

会议指出，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短期内热点城市和中心城市住房供求紧张格局难以根本改变，支持自住

需求、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是房地产市场调控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这其中提到的“住房供求紧张格

局”是促成本次表态的重要原因。

从2012年末开始，部分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出现非理性上涨。 即使在传统的春节销售淡季，市场热度仍然不减。 根据中

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今年2月9日至15日，该机构监测的27个城市中，有21个城市楼市成交量较去年春节同期上涨，其中

14个城市成交量涨幅超过一倍。

按照该机构的监测，贵阳是房屋成交量涨幅最大的城市，达到2675%；其次是温州，涨幅达1433.33%。 总体而言，27个城市

春节期间楼市成交量平均上涨513.42%。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热点城市楼市迅速恢复。 据媒体报道，春节后仅三天，北京二环以内热点小区的二手房价每平

方米就上涨了1000元，二手房的挂牌量和交易量均在飙升。 不少业内人士惊呼，在热点城市的部分区域，楼市已呈现出非

理性上涨的态势。

有媒体报道，自1月以来，昆山、东莞、金华等城市先后出台了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通知。 受此影响，“楼市调控

加码”的消息不胫而走，市场更是传言二套房首付将提至7成，利率调至基准利率的1.3倍。

该传言虽未得到主管部门的证实，但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在房屋成交量持续释放的同时，沪深两市的地产、水泥、

建材等股票连日下跌，几大龙头房企股票跌幅居前。

基于上述背景，五项政策措施的提出并不显得意外。 “之所以做出上述表态，说明非理性因素已经影响到房屋交易市

场和资本市场，且原有的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据悉，这是“新国八条”出台两年来，高层针对房地产调控做出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两会召开前

的关键节点上，上述表态释放出强化调控的政策思路，其信号意义十分明显。

绵里藏针 预留调控加码空间

事实上，尽管时机颇为敏感，但与市场传言的政策力度相比，此次政策祭出的手段显得温和。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新政

提出的五方面政策措施多为对原有措施的强调，而非政策力度加码，其对市场的影响恐较为有限。

但个别条款仍引起市场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其他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省级政府应要求其及时采取限购等措

施。 被认为暗含了“限购令”扩围的可能。 而一旦“限购令”真正实现扩围，无疑将成为区域楼市的重大利空消息。

会议还强调，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除拉萨外的省会城市要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制定并公布年度新建商

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 制定并公布房价控制目标是“新国八条”中提出的重要措

施，但在2011年高调推行后，2012年并未被着重强调，不少城市也未公布上述目标。 此次重提，被不少业内人士解读出“加

码”的意味。

同时，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也被此次会议提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尽管推进房

产税试点困难重重，但该试点有可能在今年实现扩军，“热点城市+有准备的中西部城市”或成下一批试点的城市组合。

会议还强调，2013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同样被业界认为是现

有政策的延伸。

对于外界最关注的差别化信贷政策，会议使用了“严格实施”的措辞，并未明确提高二套房购房门槛。 但陈国强认为，

这一表态仍然留有调控的余地，即如果个别区域的楼市继续暴涨，不排除传闻变成现实的可能。

就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走势而言，市场对此次政策措施的解读并非浮于字面。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出台的几条措施

可谓“绵里藏针”，一旦楼市再出异动，政策很可能再度加码。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的解读认为，2013年全年政策的出台逻辑

应该与2011年类似，年初国务院确定调控方向及原则，之后政策的重点在于各城市执行细则，各部委以及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地方政府的表态更加值得关注。

在未来可能出台的细化措施中，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或缺。阳光壹佰置业集团副总裁范小冲表示，未来房地产政策的

制定，将站在城镇化推进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因此在维持政策稳定性的同时，各项长效机制将可能加快推进。

触底回升 市场情绪趋向乐观

与各项条款的制定相比，执行环节的强化能够更直接影响市场。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预售制度管理、商品房

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以及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都将在强化之列。 这将影响市场预期。

事实上，在两会召开前夕，五项政策措施对市场的影响不可低估。陈国强认为，随着细化措施的陆续出台，部分区域市

场非理性的情绪将有所缓和，市场成交量和价格也将趋于稳定。

范小冲认为，今年的市场情绪与去年完全不同，如果说2012年楼市还经历了底部挣扎，那么2013年市场就确立了回升

轨道，市场信心已大为恢复。

他还强调，岁末年初出现的开发商高价拿地、购房者抢房等现象，说明供需双方均看涨未来楼市，这种心态与去年同

期截然不同。

事实上，尽管楼市调控始终不言松动，但在更大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似乎具有足够的乐观理由。范小冲强调，城镇化

概念的提出，是未来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今年1月，多家龙头房企销售额与销售面积均同比大涨，其中不乏同比翻番、增长数倍的例子。 不少房企也纷纷提高

2013年的销售目标，显示出对市场的信心。 多数业内人士认为，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仍将维持量价齐升的态势。

但就区域市场而言，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 业内人士认为，在一线城市普遍存在供不应求的同时，部分二三线城市出

现供应过剩的风险，若未来差别化的调控手段无法到位，不排除风险爆发的可能。 房产税试点扩大、限购城市扩围等措施

落实，有可能给部分城市楼市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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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部分地产股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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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实业亚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亚太）

以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和其关联方兰州太华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太华）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支行， 质押期限为

一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公司接到兰州亚太和兰州太华的相关传真，兰州亚太

所持

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和兰州太华所持

１２

，

００

，

０００

股目前质押期限已到期 （兰州

太华所持另外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期限尚未到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为上述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同日，兰州亚太将

解除质押后的

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再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铁

路支行，质押期限为一年。 本次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 兰州亚太及其关联方兰州太华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２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７％

。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１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接到股东广州市华仕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广州市华仕

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和

２

月

１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２００

万股和

８００

万股，累计减持了

１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广州市华仕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９．００ ２００ ０．２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９．５４ ８００ １．１８

合 计

９．４３２ １０００ １．４７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广州市华仕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３６３．６３ ６．４２ ３３６３．６３ ４．９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６３．６３ ６．４２ ３３６３．６３ ４．９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的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期间

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的股东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后，该股东持股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５％

，不再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１日

地产股难言“靴子落地”

短期可能出现技术性反弹

□本报记者 曹阳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的五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措施并未超出市场预期， 但未来

会有一系列具体措施与实施细则出

炉，从这个角度而言，地产股恐难言

“靴子落地”。 后期地产股走势需具

体观察调控政策细则的推出， 短期

而言， 在调控政策定调未超出市场

预期的背景下， 地产股存在技术性

反弹的可能。

政策细则尚待明确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要保持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严格执行并完

善有关措施，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并提出了五项政策措施。 总体

而言， 来自决策层的调控政策方针并

未超出此前市场预期。 由于相关部门

的落实细则并未公布，因此，对地产板

块而言， 尚不能据此判断来自政策层

面的压力完全得以释放。

从五项政策措施内容来看， 此次

会议更多从政策方针的层面继续强调

对房地产宏观调控不会放松。 会议指

出，近年来，投机投资性购房得到有效

抑制，房地产市场形势逐步平稳。 我

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短期

热点城市和中心城市住房供求紧张

格局难以根本改变， 支持自住需求、

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是房地产市场

调控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 要保

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严格执行

并完善有关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此次会议更加强调对既往政策

的延续而非加码，这意味着市场所担

忧的调控政策并没有超出预期，此前

所盛传的诸如二套房首付提高至

70%

等严厉措施短期内出台的可能

性不大。 对地产板块整体而言，此前

的调整缘于对房价上涨过快引发政

策从紧的担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

题也显示出了管理层对于地产调控

的重视，由于本次政策内容主要是对

既定政策的延续与执行，因此前期持

续调整的地产板块短期或迎来技术性

反弹。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地产股后续

将走上“阳光大道”。 从具体的五项政

策措施中可以得知，未来限购范围有

望扩大，同时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将

扩大。 因此，地产股真正意义上的“靴

子落地”， 需要等到更加细化的通知

陆续下发之后，目前地产股仍处于观

察期。

地产板块盘中躁动

事实上，

20

日地产板块盘中出现

躁动，已经反映出资金对政策的预期。

周三下午两点之前，沪深两市一

直处于窄幅震荡局面， 地产板块并

未因多家银行辟谣上调二套房首付

而受到明显提振。 在两点钟之后，资

金突然涌入万科

A

、保利地产、招商

地产以及金地集团等龙头股。 此后，

地产股集体躁动， 并带动大盘指数

反弹。

业内人士指出， 昨日地产股在最

后一个小时的躁动极有可能与本次国

务院常务会议有关， 由于此次公布的

五项措施基调并未超出市场预期，投

资者此前普遍担忧的多项从紧政策并

未出台， 因此地产板块迎来了报复性

反弹。 这种反弹很可能延续。

具体从昨日盘面来看， 在房地产

板块内，万科

A

、保利地产、招商地产和

金地集团分别上涨

2.74%

、

1.39%

、

3.33%

和

2.74%

。 除上述四大地产龙头

外，华丽家族涨停，荣盛发展与华联控

股分别上涨

4.08%

和

4%

。 申万房地产

行业指数上涨

1.40%

。

由于受到政策收紧预期的压制，

前期地产板块持续调整，短期而言，宏

观调控政策的定调反而有助于地产股

出现技术性反弹。 但考虑到未来限购

范围与房产税试点扩大细则仍有待落

实，地产股并未真正实现“靴子落地”，

因此后续政策细则的陆续实施仍将牵

动地产股神经， 投资者对地产股后期

走势不能过于乐观。

1月多家龙头房企

销售业绩向好

□本报记者 张泰欣

今年

1

月多家大型房企销售业绩继

续向好，从部分房企

2

月推盘计划和

3

月

战略规划看，龙头房企和中小型房企经

营策略出现分歧。 分析人士认为，未来

楼市调控的力度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

市场走势， 房企如何盘整目前库存、把

握好销售节奏至关重要。

整体销售业绩向好

据不完全统计，万科等

18

家在

A

股

或

H

股上市房企今年

1

月合计实现销

售金额

958

亿元，环比上升

7%

，同比上

升

178%

。 虽然整体而言房企销售迎来

开门红， 但从环比数据看出现了一定

分化。

从销售额环比数据看， 在

18

家房

企中

8

家上涨、

10

家下跌。销售额环比涨

幅最高的为越秀集团， 环比涨幅高达

524%

， 其次为中国海外， 实现涨幅

162%

，万科、碧桂园、华润等传统龙头

房企实现销售额环比增长

33%-35%

。

也有不少房地产企业销售额出现较大

幅度下跌， 如首创置业环比下跌

61%

，

雅居乐、金地、融创等企业环比销售额

下跌幅度超过

30%

。

在销售均价方面， 虽然环比持平，

但

1

月多数大城市房价仍在上涨， 在有

统计数据的

18

家房企中，

7

家项目销售

均价出现上涨，越秀、建业、绿城的销售

均价涨幅超过

45%

。

国泰君安房地产业分析师李品科

认为，

1

月房企销售出现开门红的局面，

主要受到调控因素和春节因素的双重

影响。

2012

年

1

月楼市成交惨淡，房企普

遍销售不佳，基数较低。 而

2012

年年底

不少房企集中推盘，较多客户认购但未

能在年底完成签约， 这部分业绩计入

1

月销售。由于有假期因素，

2

月房企销售

会有所回落， 再加上当前是调控敏感

期， 居民盲目购买行为可能会有所收

敛，预计一季度地产销售会出现前高后

低态势。

房企策略出现分化

近日， 不少房企披露了

2

月推盘计

划。整体来看，大房企加速推盘、中小房

企开始观望的局面正在形成。

金地集团近日公布了

2013

年

2-3

月推盘计划，包括深圳天悦湾、东莞

博登湖、南京明悦、绍兴自在城、扬州

艺境等。 这些项目多数是前期项目的

后续。

一些房企也新推出了较高端新

盘， 但从二三线城市一些较有实力的

地产商看，

2

月推盘计划较少。 万泽股

份人士介绍， 集团本身的地产储备项

目不多， 目前在常州和西安的项目正

在进行中， 后续的推盘计划还需要看

与各部门的沟通情况， 一季度的推盘

节奏不会加快。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童中悦

认为，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

的火爆局面有必要在今年一季度进行

调整。 由于房企所在的区域和自身的

储备差异，在市场预期不明的情况下，

房地产企业主动进行收缩调整也是有

必要的。 虽然经过

2010

年以来的调控

周期， 不少企业的抗风险意识有所提

高， 但风险防范能力还没有实际受到

考验。 如果未来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加

大，中小房地产企业如何保持现金流、

抱团过冬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对

于龙头企业而言， 虽然有一定的风险

防范能力， 但如何管理好财务风险也

需要细心经营。

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楼市调控政策

的力度和决心将进一步影响到未来房

地产市场的走势。如果调控力度不超出

预期，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趋势短期仍将

延续。

证券简称

最新

收盘价（元）

20日

涨跌幅（%）

今年以来

涨跌幅（%）

市盈率

(PE,TTM)

华丽家族

5.82 10.02 25.16 148.55

ST

宏盛

10.85 5.03 92.04 58.15

荣盛发展

13.27 4.08 -5.15 13.25

华联控股

3.90 4.00 11.75 97.37

沙河股份

10.69 3.99 26.06 101.93

金科股份

13.56 3.75 -6.48 11.54

苏宁环球

6.80 3.66 -14.25 24.89

上海新梅

9.65 3.43 38.25 629.58

招商地产

26.37 3.33 -11.78 15.48

深物业

B 5.82 3.01 9.19 22.36

世联地产

14.97 2.89 7.01 71.93

金地集团

7.12 2.74 1.42 9.21

中珠控股

8.93 2.64 -1.87 63.27

阳光城

16.50 2.55 6.45 18.09

丰华股份

9.95 2.47 5.85 656.13

东湖高新

6.03 2.38 8.65 38.02

海德股份

9.65 2.33 16.27 -677.63

西藏城投

11.32 2.17 -1.39 39.54

万科

A 11.44 2.14 13.04 11.31

凤凰股份

5.72 2.14 10.42 12.38

宁波富达

6.72 2.13 -8.57 14.18

ST

中冠

B 3.94 2.07 33.56 -48.01

长春经开

4.94 2.07 5.33 -44.28

中国武夷

5.46 2.06 7.48 26.56

深赛格

4.56 2.01 12.04 41.31

华业地产

4.56 2.01 -5.20 17.24

*ST

园城

11.18 2.01 0.99 58.56

ST

中冠

A 7.65 2.00 14.35 -115.09

触底回升 市场情绪趋向乐观

与各项条款的制定相比， 执行

环节的强化能够更直接影响市场。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预售制

度管理、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

以及中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都将

在强化之列。 这将影响市场预期。

事实上，在两会召开前夕，五项

政策措施对市场的影响不可低估。

陈国强认为， 随着细化措施的陆续

出台， 部分区域市场非理性的情绪

将有所缓和， 市场成交量和价格也

将趋于稳定。

范小冲认为， 今年的市场情绪

与去年完全不同， 如果说

2012

年楼

市还经历了底部挣扎， 那么

2013

年

市场就确立了回升轨道， 市场信心

已大为恢复。

他还强调， 岁末年初出现的开

发商高价拿地、购房者抢房等现象，

说明供需双方均看涨未来楼市，这

种心态与去年同期截然不同。

事实上， 尽管楼市调控始终不

言松动，但在更大的背景下，房地产

企业似乎具有足够的乐观理由。 范

小冲强调，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是未

来房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

今年

1

月，多家龙头房企销售额

与销售面积均同比大涨， 其中不乏

同比翻番、增长数倍的例子。不少房

企也纷纷提高

2013

年的销售目标，

显示出对市场的信心。 多数业内人

士认为， 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仍将维

持量价齐升的态势。

但就区域市场而言，系统性风

险仍然存在。 业内人士认为，在一

线城市普遍存在供不应求的同时，

部分二三线城市出现供应过剩的

风险，若未来差别化的调控手段无

法到位， 不排除风险爆发的可能。

房产税试点扩大、限购城市扩围等

措施落实，有可能给部分城市楼市

当头一棒。

限购城市扩围 房产税试点扩军

五大措施绵里藏针 调控暗含加码空间

□本报记者 张敏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会议提出了完善稳定

房价工作责任制、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加快保障性

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和加强市场监管等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并强调加快形成引导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与此前市场传言的二套房门槛提高等措施相比， 此次出台的政策措施力度稍显温

和。 业内人士指出，高层在两会前夕针对楼市调控再发强音，对市场预期的影响不可忽

视。 在看似原则性的表态背后，不排除未来调控加码的可能。 若房价持续大幅上涨，限购

扩围、信贷门槛提高和房产税试点扩军都可能成为政策加码的着力点。

楼市微妙 政策强音适时发出

会议指出，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

快速发展时期， 短期内热点城市和

中心城市住房供求紧张格局难以根

本改变，支持自住需求、抑制投机投

资性购房是房地产市场调控必须坚

持的一项基本政策。业内人士认为，

这其中提到的“住房供求紧张格局”

是促成本次表态的重要原因。

从

2012

年末开始， 部分区域的

房地产市场出现非理性上涨。 即使

在传统的春节销售淡季， 市场热度

仍然不减。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

统计，今年

2

月

9

日至

15

日，该机构监

测的

27

个城市中， 有

21

个城市楼市

成交量较去年春节同期上涨， 其中

14

个城市成交量涨幅超过一倍。

按照该机构的监测， 贵阳是房

屋成交量涨幅最大的城市， 达到

2675%

； 其次是温州 ， 涨幅达

1433.33%

。总体而言，

27

个城市春节

期间楼市成交量平均上涨

513.42%

。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 热点城

市楼市迅速恢复。据媒体报道，春节

后仅三天， 北京二环以内热点小区

的二手房价每平方米就上涨了

1000

元， 二手房的挂牌量和交易量均在

飙升。不少业内人士惊呼，在热点城

市的部分区域， 楼市已呈现出非理

性上涨的态势。

有媒体报道， 自

1

月以来，昆

山、东莞、金华等城市先后出台了

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通知。

受此影响，“楼市调控加码”的消息

不胫而走，市场更是传言二套房首

付将提至

7

成， 利率调至基准利率

的

1.3

倍。

该传言虽未得到主管部门的证

实，但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在房

屋成交量持续释放的同时， 沪深两

市的地产、水泥、建材等股票连日下

跌，几大龙头房企股票跌幅居前。

基于上述背景， 五项政策措施

的提出并不显得意外。“之所以做出

上述表态， 说明非理性因素已经影

响到房屋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且

原有的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 ”中国

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据悉，这是“新国八条”出台两

年来， 高层针对房地产调控做出的

又一次明确表态。 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在两会召开前的关键节点上，上

述表态释放出强化调控的政策思

路，其信号意义十分明显。

绵里藏针 预留调控加码空间

事实上， 尽管时机颇为敏感，但

与市场传言的政策力度相比，此次政

策祭出的手段显得温和。 多数业内人

士认为，新政提出的五方面政策措施

多为对原有措施的强调，而非政策力

度加码，其对市场的影响恐较为有限。

但个别条款仍引起市场关注。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 其他城市房

价上涨过快的， 省级政府应要求其

及时采取限购等措施。 被认为暗含

了“限购令”扩围的可能。而一旦“限

购令”真正实现扩围，无疑将成为区

域楼市的重大利空消息。

会议还强调，各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和除拉萨外的省会城市要按照

保持房价基本稳定的原则， 制定并

公布年度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

标。 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

问责制度。 制定并公布房价控制目

标是 “新国八条” 中提出的重要措

施，但在

2011

年高调推行后，

2012

年

并未被着重强调， 不少城市也未公

布上述目标。此次重提，被不少业内

人士解读出“加码”的意味。

同时， 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

革试点范围也被此次会议提出。 上

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认为， 尽管推进房产税试点困难重

重， 但该试点有可能在今年实现扩

军，“热点城市

+

有准备的中西部城

市”或成下一批试点的城市组合。

会议还强调，

2013

年底前，地级

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

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 同样

被业界认为是现有政策的延伸。

对于外界最关注的差别化信贷

政策，会议使用了“严格实施”的措辞，

并未明确提高二套房购房门槛。 但陈

国强认为，这一表态仍然留有调控的

余地，即如果个别区域的楼市继续暴

涨，不排除传闻变成现实的可能。

就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走势而

言， 市场对此次政策措施的解读并

非浮于字面。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此

次出台的几条措施可谓 “绵里藏

针”，一旦楼市再出异动，政策很可

能再度加码。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的

解读认为，

2013

年全年政策的出台

逻辑应该与

2011

年类似， 年初国务

院确定调控方向及原则， 之后政策

的重点在于各城市执行细则， 各部

委以及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地方

政府的表态更加值得关注。

在未来可能出台的细化措施

中，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或缺。阳光

壹佰置业集团副总裁范小冲表示，

未来房地产政策的制定， 将站在城

镇化推进的大背景下来考虑， 因此

在维持政策稳定性的同时， 各项长

效机制将可能加快推进。

调

控

今年以来部分地产股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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