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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房租调控是房价调控一部分

保障房总量将首超商品房 市场运作解决经适房两限房资金

□

本报记者 周文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

9

日表示，今年保障房总量将首次超

过商品房， 建经济适用房时市县政

府要无偿划拨土地。 此外，租金是房

价调控的一部分。

保障房总量有望首次超商品房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

闻中心

9

日举行的“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房地产市场调控”记者会上，齐骥

表示， 大规模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是做加法， 是对市场一个积极的促

进， 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将得到大

大的缓解，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齐骥透露， 去年全国销售商品

住房

9.3

亿平方米，大约

900

万套。 今

年提出

1000

万套保障房的任务，其

中有

400

万套棚户区改造，

600

万套

的保障性住房，是绝对的增量。

“今年建设

1000

万套保障性住

房， 如果商品住房按照去年的规模

来向市场提供的话， 在住房供应方

面， 今年保障类住房将第一次超过

市场类住房的总量。 ”齐骥强调。

市场运作解决经适房两限房资金

对于今年

1000

万套保障性住房

的资金来源问题，齐骥表示，经济适

用住房和两限房（限套型面积、限销

售价位）的建设资金，主要由社会机

构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

齐骥透露， 拟定

1000

万套保障

性安居工程的目标任务， 大致测算

出年度投资在

1.3

万亿元到

1.4

万亿

元之间，暂且是

1.3

万亿左右。 保障

房按照相关政策配售给保障对象，

比如经济适用住房， 还有一些城市

今年要大规模建设的两限房。 根据

各地报上来的计划， 这两部分累计

近

200

万套，所需资金大概在

5000

亿

元左右。

“当然，在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

时候， 市县政府要无偿地划拨土

地。 ”齐骥强调。

租金调控是房价调控的一部分

针对部分城市租金上涨比较明

显这一现象，齐骥谈到，租金的调控

应该也是房价调控的一部分。 首先，

各级政府、 各个部门都有责任来重

视这项调控工作。

第二，要加大供应。 租赁需求应

该是一个刚性需求， 调控要更多地

强调增加供应。 他提到，最近重庆市

16000

套公租房拿出来摇号，市场反

映非常好，租金已得到明显控制。

除了这些供应渠道以外， 还要

从社会化、市场化的房源渠道来想

办法。 例如，有一些省市利用一些

工业园区的生活用地，集中建一些

外来务工人员的租赁住房，规模较

大，由一些专业性的公司来投资经

营，效果较好。 还有一些地方利用

城中村改造建设的安置房、 回迁

房，给农民补偿以后，鼓励有两套、

三套的人，把多余的房子拿到租赁

市场上来。

第三，加强市场监管。 《房地产

经纪管理办法》和《商品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都对出租房的管理、中介

机构、中介人员的管理有规定。 当前

的工作主要是抓好落实， 发现有哄

抬租价、 欺骗老百姓等违规行为的

要严肃查处。

用工荒困住“火锅股”

□

本报记者 杜雅文

在上市关键时刻，遭遇到严重的用工荒！ 全国

政协委员、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何永智不无忧虑地说， 小天鹅火锅已经

29

年

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员工流失率达到历史最高

点，用工荒成了“火锅股”难以成型的重要原因。

重庆火锅名满天下， 在小肥羊登陆香港市场

后，小天鹅、德庄、秦妈、刘一手等全国知名的火锅

企业都表示要启动上市计划，打造“火锅股”板块，

然而至今无一家登陆资本市场。

作为业内领军企业，小天鹅火锅于

2007

年

6

月

引入红杉资本和海纳亚洲创投基金（

SIG

）两家风

投机构，它们联合向小天鹅投资

2000

万美元，将其

集团下的火锅企业及食品公司分离出来， 计划三

年后独立运作上市。

2010

年是企业改制上市的关键一年，但从下半

年开始何永智遇到了用工难题。 “最高峰时员工流

失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何永智说，服务员大多是

80

后、

90

后的独生子女， 他们承受不了节假日加班

的压力，甚至宁可不工作也不愿意节假日加班。 相

比之下，他们也更愿意选择与

IT

有关的高科技行业

而不是餐饮业。 现在，在小天鹅工作满半年以上的

员工不到一半。 身为重庆火锅协会会长，何永智做

了一个调研，发现留不住员工已成为行业面临的最

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成本扶摇直上。 以小天鹅

为例， 去年下半年一线员工工资涨幅同比高达百

分之五六十，大幅压缩了企业利润。 目前，小天鹅

已启动员工持股计划， 但只对中高层管理人员有

吸引力。 流动性特别大的一线员工，不太感兴趣。

这部分员工又是企业最缺乏的。

何永智很无奈。 她说，小天鹅不缺品牌，不缺

资金，不缺模式，更不缺市场，这样的明星企业居

然都留不住一线员工。 更让她伤脑筋的是，小天鹅

员工数量达上万人，如何设计股权激励也是难题，

“怕把股权搞乱以后就麻烦了”。

为了解决用工问题，何永智想了很多办法。 比

如，帮助员工进行职业规划，让他们伴随着企业扩

张可以从服务员一步步晋升至管理人员； 与学校

合作定向培养，招揽大量实习生做服务员。

“二十多岁的女娃留不住，流失率太高。 ”德庄

集团董事长李德建也深有感触。 他说，目前业内的

用工形式正在转型中， 很多企业已倾向于招聘四

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即便对于已经上市的餐饮企业来说， 人工成

本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中小板上市公司湘鄂情

发布

2010

年业绩快报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下降

24.38%

。 而该公司在

1

月发布的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提到， 业绩下降的原因之一是

公司为了应对人力供应紧张的矛盾， 先后于

2010

年初和

10

月调整工薪制度、提高工资标准，导致工

资及社保福利等人工费用较大幅度增长。

李德建认为，传统餐饮行业要焕发新生，可考

虑的一个途径是提高科技含量。 德庄集团已从食

品安全入手，加大科研投入。 如火锅底料毛肚，传

统用烧碱、福尔马林等化学用品来发胀发脆，但他

们研发出了“生物蛋白酶嫩化技术”，并获得科技

进步奖。 “现在我们的一颗花椒都能追溯到是哪个

山沟哪棵树上种出来的。 ”李德建说，最初仅给德

庄火锅做配送的食品加工业务， 已经独立发展壮

大，并且超过了火锅业务的经营收入，意味着上市

又多了一个选择。

“成为‘火锅股’有一定难度，但也很有希望。 ”

何永智说，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消费行业迎

来黄金时期。 她现在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把

火锅做得更好，希望有一天“水到渠成”，实现上市

目标。

朱玉辰建议

加快金融创新 为间接融资“减负”

□

本报记者 许晓青 杨金志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建议，“十二

五”期间应加快金融创新，提高直

接融资比重，为间接融资“减负”。

朱玉辰说， 在产业结构调整

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迎来新

的战略机遇。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可为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

“减负”和“减压”。 他说，目前，我国

资本市场仍是一个 “银行主导型”

的融资体系，国内企业融资约八成

来源于银行贷款，而企业债、公司

债和短期融资债券等比重仅为

１２％

。与直接融资相比，间接融资规

模偏大，相应的金融风险也较大。

他指出，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间

接融资，可能造成风险集中。 直接

融资则能更好地满足新兴产业、创

新企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融资

需求。这正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草

案强调 “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的用意所在。

朱玉辰建议， 在提高直接融资

比重过程中，鼓励金融创新，可采取

先试先行的方法，合理规避风险。

他说， 在金融创新的路径选择

上，可以采用“局部展开

－

实验试点

－

逐步发展

－

真实交易”的形式。 可以

先推出国际市场已十分成熟且国内

市场需求迫切的基础性金融产品试

点， 然后逐步总结、 逐步发展和丰

富。此外，可开展广泛深入的投资者

教育活动，客观全面揭示风险，切实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阎庆民：今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不会超过

3%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主席助理

阎庆民

9

日表示， 考虑到

GDP

、

CPI

和

M2

的增长目标，今年贷款增速在

15%

-16%

之间可以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增

长。 今年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将保持在

2%

左右，不会超过

3%

。

阎庆民还表示，短期来看，巴塞

尔协议

III

对中国银行业影响有限；长

期来讲，银行需要适度约束自己，通

过扩大表外业务来减轻资本压力。

他建议银行多做票据、担保等收费业

务，提高非利息收入，以减轻资本压

力。 此外，阎庆民预计，房地产调控

将在半年左右显现成效，房价下跌会

影响银行资产质量，但银行早已采取

了相关预防措施。

胡静林：今年水利投资将超

2000

亿元

□

本报记者 朱宇

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

9

日表

示， 通过中央财政的公共预算和政

府性基金预算，

2011

年中央财政对

水利的投入将达

1280

亿元， 如果包

括地方财政、社会其他方面的投入，

2011

年全社会的水利投入将在

2000

亿元以上。

胡静林表示，

2011

年将继续增

加三农的投入， 总支出数额将达到

9885

亿元。 一是加大对农业的支持

力度，核心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

大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 大规模新

建高标准农田， 这是粮食增产的基

础。二是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降

低农民的种田成本，提高收入，鼓励

农民种田。 根据

2011

年的预算安排，

给予农民的四项补贴是

1406

亿元。

三是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力

度， 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 医疗卫

生、文化、扶贫、养老等方面的投入。

四是加大对农产品收储和调控能

力，一方面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就

是鼓励农民种粮来增加供给， 另一

方面稳定供应和市场价格， 管理通

胀预期。

闫冰竹：多招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

本报记者 张朝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

闫冰竹

9

日表示，商业银行不能只“傍

大户”， 银行自身发展需要为中小企

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真心诚意地支

持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他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

认识到了金融有盈利的一面，也有风

险很大的一面。商业银行应该始终把

控制风险放到第一位。北京银行成立

了中小企业事业部，出台了一系列规

章制度，组织了专门团队，推出了有

特色的支行，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一

站式的服务。

闫冰竹表示，从国家层面，从商

业银行自身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应该

关注中小企业。 这方面既有国家政

策，又有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利益所

在。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会得到改善。 他说：

“关键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一些好的项

目，找到一些有销路的产品，我相信

融资难的问题会得到逐步克服。 ”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