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产权住房对楼市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当前，楼市

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那么，共有产权住房会
对楼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有助于对冲高房价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随着共有产权房
供应量的逐渐增加， 其在改善楼市结构、
“对冲”高房价等方面的效应将逐渐凸显，
并将有助于推动房地产调控模式的有效
“切换”。

以北京市为例， 去年下半年北京推出 2
万套共有产权性质的自住型商品房，今年将
供应 5万套， 占全年商品房销售的 50％左
右，可大大改变住房供给结构，同时，自住型
商品房价格比周边市场价低 30％左右，将对
今年北京市场房价起到较大的缓冲作用。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当前北京楼市成
交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住型商品住
房的影响。

体现社会公平性

一位房企负责人表示， 自住型商品房
等共有产权房的制度设计是对原有经济适
用房制度的补漏， 首先通过政府出资明确

产权， 其次在申购价格上基本与市场价格
同步，压缩非法牟利的空间。

德佑地产市场分析师赵葆根认为，共
有产权房缓解了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经
济压力，保障了其拥有房产的权利，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抑制房价上涨。另外，作为住房
保障和供应体系的一部分， 共有产权房体
现了社会公平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认
为， 共有产权住房的本质是政府住房公共
政策在商品住房领域的体现。

增加市场供给能力

国泰君安证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
出，房地产调控方式逐渐向市场化方向转变。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通过增加住宅土地供
应、优质房企资本市场融资开闸、共有产权房
等多样化方式，积极增加市场供给能力。

任兴洲认为， 共有产权住房一方面为
居民提供了相对较低价位的普通商品房，
使其“买得起，住得上”；另一方面，改善和
优化了热点城市商品住房供给结构； 共有
产权住房还缓解了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
价上涨的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房
价，疏解高房价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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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洋校区美术学院教学楼周边道路绿化工
程施工招标于 2014-6-4�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服务中心三楼完成了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评审及推荐，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
中标候选人：中康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中
标候选人：江西昌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
候选人：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
者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日内向海南师范大学
投诉，电话：65868465。

中标公示
保亭县新政镇毛文番雅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施工招标于

2014-06-03日 09:0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
了公开招标， 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
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河南省中原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 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
公示期：2014 年 6 月 5 日至 2014 年 6 月 9 日， 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保亭县纪委监察局投诉， 投诉电话：0898－
83668486。

中标公示

洋浦亚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我局对你公司 2005年至 2011年度的地方税收纳税情况检查已结束，

现对检查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及《海南
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违法事实
1. 营业税及城建税：(1) 2004 年， 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 3,906,

500.00 元未按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 城建税， 少缴营业税 195,325.00
元、城建税 13,672.75 元。 (2) 2005 年，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 6,059,
602.00 元未按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 城建税， 少缴营业税 302,980.10
元、城建税 21,208.61 元。 (3)2006 年，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及委托代
支付款合计 12,204 ,287.86元，未按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少缴
营业税 610,214.39元、城建税 42,715.01元。

2.企业所得税：(1)2004 年，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 5,406,500.00 元
未按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少缴企业所得税 145,975.50 元。 (2)
2005年， 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及委托代支付款合计 6,359,602.00 元
未按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少缴企业所得税 174,709.25元。(3)2006
年，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及委托代支付款合计 12,218 ,287.86元未按
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少缴企业所得税 329,893.77元。 (4)2007年，

你公司取得代理费收入 539,838.00 元未按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少缴企业所得税 14,575.63元。

（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规范
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公告》（2010 年第 5 号）及其附件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基准表（试行）》
第二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如下处理：

1.拟对你公司 2004年至 2006 年度少缴营业税 1,108,519.49 元、城
建税 77,596.37 元的行为，处予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
593,057.93元。

2. 拟对你公司 2004年至 2007 年度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662,154.16
元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请在我局做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
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公司罚款 100,000 元以上(含本数)，你公司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 可自行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
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2014年 5月 16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 地 税 三 稽 罚 告 [ 2014 ] 4 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洋浦佳达物流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码：460040589278282、法定
代表人：张晓敏）：

我局于 2013年 12月 23日对你公司下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琼
地税三稽检通一[2013]30号），拟对你公司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的地方税收纳税情况进行检查。 因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财务
负责人下落不明，联系不上，我局相关税务检查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税收
检查工作无法开展。现公告送达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
我局提供财务账簿凭证及合同协议等涉税资料，接受税务机关的检查。

本通知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李进 联系电话：0898-23315817

13138903133
联系地址：儋州市解放北路豪威凯立商务酒店 719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4 年 6 月 4 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公告

2014年第 1 号
洋浦亚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4072122176X，
法定代表人：李红岩）：

我局对你公司 2005 至 2011 年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因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地税
三稽罚告[2014]4 号）无法直接送达，请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派员到我局领取。 逾期不领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云先生 联系电话：23880373
办公地址： 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地税局办公大楼 4 楼第三稽查

局执行科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4 年 6 月 4 日

海南金路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2013年 8月 23日、8月 26日、
8月 29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债权债务申报清偿公告，要求相关债权
人到金路公司申报债权。 现申报期限届满，金路公司对申报的债务已处
理完毕。 从本公告之日起，2013年 7月 30日前的海南金路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债务全部转由海浦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海浦公司）承担，金路公
司不再承担相关债务的偿还和违约责任。 若有在上述申报期限内未申
报的，可以在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海浦公司申报，并由海浦公司承
担付款责任。 逾期未申报的，海浦公司视为放弃权利，将不承担任何偿
还责任，一切责任由债权人自行负责。

海浦控股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剑峰，联系电话：18808916877
联系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水晶路 25号

海浦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金路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5 月 21 日

公 告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回应楼市三大热点问题

增速下降属于市场正常调节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记者杜

宇） 尽管这是一场以棚户区改造和保
障房建设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 但是
在房地产市场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
有关楼市的话题， 同样成为记者追逐
的热点。

4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
俊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
楼市热点话题，一一作答。

“拐点”
去年同期基数过大是主因

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拐点” 的说法频现。 如何评价当前的
房地产市场呢？

冯俊表示， 房地产市场大多数指标

都在增长，只是增速在下降。 他说：“这
属于市场正常的调节。 必须历史地看问
题，同比增长为负，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
基数过大造成的。 ”

冯俊认为， 房地产市场调控主要目
标是追求供求平衡、市场平稳，价格是重
要信号， 但把价格作为调控目标过于狭
义化。

在冯俊看来，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确
实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有些地方库存量
过大，有些地方比较短缺。 他表示，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了“分类调控”
的基本原则。 对那些库存量大的， 供过
于求的城市， 要执行好首套房最低首付
款比例、贷款利率优惠的政策，满足自住
型、改善性住房需求；对供求矛盾比较突
出、房价上涨压力比较大的城市，要加快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
的供应，形成有效供给，继续遏制投资投
机型需求。

冯俊强调，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始
终要坚持保护消费需求、 遏制投资需求
这个原则。 他说：“这是我们政策的基
调。 ”

限购
不影响百姓消费需求
当前， 一些实行限购的城市面临库

存积压，有观点认为，在分类调控的指导
思路下， 是不是可以取消或者部分取消
限购措施？

对此，冯俊表示，宏观调控政策是鼓
励、保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 每个

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他说：“从目前我得到的信息，还没

有一个地方公开说要取消限购。 ”冯俊
认为，从限购政策来看，对老百姓的消费
需求是没有影响的， 只是对过度投资需
求有限制。

另外， 针对社会关注的个人住房信
息系统联网，冯俊表示，这项工作正在进
行当中。

空置率
目前官方还没有准确定义

有记者问， 住房的空置率到底有没
有统计或者怎么统计的？

对此，冯俊表示，现在对于空置率没
有一个准确的官方定义。 他认为， 现在

很多媒体、 很多专业人士讲的空置率和
国际上讲的空置率是不同概念。

冯俊说，国际上的空置率计算，是以
这个城市里有出租愿望的住房或者有出
售愿望的住房作为分子， 然后把总住房
量作为分母。我们现在这方面没有调查，
有出售愿望住房多少、 有出租愿望住房
多少的数都没有， 所以很难得出空置率
的概念。

对于一些人通过晚上数亮灯的住房
比率大致推出来的空置率，冯俊不认同。
他说：“假设我家住三居室，晚上一般就
开一两个灯，如果你在我家楼下看，肯定
是一大半窗户是黑的，这怎么能算空置？
所以不能用亮灯的数量衡量。 有些事情
有待制度的完善， 简单说空置多少不太
合适。 ”

美初裁我光伏产品
存在补贴
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记者王希）美国商
务部 3 日初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晶体硅光伏产
品存在补贴行为。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
责人 4 日对此表示，这是美方在 2012 年 11 月对
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已征收高额反倾销、 反补贴税
的情况下， 再次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并
试图征收高额税，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该负责人指出， 今年年初美方无视事实及法
律依据，适用相互矛盾的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同一
光伏产品再次启动调查，并做出高税率初裁裁决。
美方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的做法， 是对贸易救济
措施的滥用，保护色彩十分明显，势必使中美光伏
贸易纠纷再度升级。

这位负责人表示， 频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不
能解决美光伏产业自身发展问题， 希望美方审慎
处理此次调查，尽快终止调查程序，为促进全球光
伏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竞争环境。 中方也将密切关
注案件的进展， 并保留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权利。

根据美国商务部 3 日发表的声明，初步认定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获得超额政府
补贴，补贴幅度为 18.56％至 35.21％。 基于补贴
幅度的初裁结果， 美国商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对
中国出口的上述产品征收相应的保证金。

报复性反弹或随时展开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陈平）继昨天开

门黑后，今天两市更是变本加厉再下一城，双双收
出一根中大阴线。 沪综指收于 2024.83 点，跌
13.48 点，跌幅 0.66%，走出四连阴；深成指收报
7223.13 点，跌 98.39 点，跌幅 1.34%，创业板微
红，报收 1321.72 点，涨幅 0.16%。 成交量有所萎
缩，只有 1384.8亿元，人气异常清淡。

从具体走势看， 权重板块的不作为是今天下
跌主要动力，金融、地产、资源股都出现了下跌，特
别是地产股反弹无力。 盘中个股板块普跌。 尽管
沪深股指的走势比较沉闷无趣， 但市场并不缺乏
热点。 由于史上标准最严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将于 7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第八届中国
北京国际节能环保展览会将于 6 月 8 日开幕，受
此消息刺激，环保板块集体喷发，燃控科技、科林
环保、雪莱特、三维丝等逆市涨停，镍涨价、有色、
蓝宝石、京津冀、新疆、特斯拉新能源等板块跌幅
居前。头顶“央企退市第一股”尴尬光环的退市长
油今天也以 0.83 元完成了其在主板的 “告别演
出”。 终盘，两市非 ST个股有 13只涨停，同时有
5家跌停。

今天，沪综指最低见 22012.91 点，终盘收出
比较长的下影线，显示下探基本到位，预计后市报
复性反弹将随时展开。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我省端午
刷卡消费创新高
3天内银行卡跨行交易超 13亿元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陈怡 通讯员赵
毓）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海南旅游消费又迎来
了一个高峰， 银行卡刷卡消费增长明显。 据中国
银联海南分公司统计数据显示，3 天假日里，全省
银行卡跨行交易金额达 13.33 亿元， 同比增长
29.13%。

端午小长假期间， 商场等消费场所开展丰富
的优惠活动，更多的人选择在省内购物或娱乐。据
数据统计， 端午小长假期间，POS 刷卡交易笔数
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27.61%和 40.36%。

从各行业的交易分布来看，与休闲购物相关
的商户交易增长更为抢眼。 端午小长假期间，宾
馆、餐饮消费、百货一般类和超市类的交易金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52.39% 、26.01% 、55.31% 和
59.55%。

6城试点共有产权房方案正在完善

试试与政府“合伙”买房
———从试点城市看共有产权住房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如今
全国有 6 个城市被列为共有产权住
房试点城市，那么，与政府“合伙”买
房，可行吗？ 新华社记者日前采访了
有关试点城市。

申请，谁可以？

共有产权住房，哪些人有资格申请
呢？ 从试点看，共有产权住房供给主
要面对中低收入者，这无疑为保障其
住房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

从上海来看，自 2010年以来，已
连续 4 次降低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准
入门槛，目前 3 人及以上家庭人均月
可支配收入线已放宽到 5000元。 截
至今年一季度，累计签约购房家庭约
有 6.7 万户， 基本做到当年申请、当
年选房。

江苏淮安早在 2007年即推行共
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住房限定套型面
积（家庭人口 3人控制在 60平方米左
右，最高不得超过 90平方米）。 目前，
淮安已经申购的共有产权房将近 900
套， 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供应
券，两年内有效。

与上海、淮安相比，北京共有产
权住房一推出即出现供不应求，北

京去年推出自住型商品住房， 最终
明确为“共有产权性质的自住房”，
价格低于周边市场 30％、面积以 90
平方米以下为主。 首个项目约提供
2000 套房源，最终由 6.53 万户确认
申购。

产权，如何分？

据住建部介绍，配售时，须在合
同中明确个人和政府共有双方的产
权份额及将来上市交易的条件和增
值所得的分配比例。

根据试点情况，分摊比例是共有
产权住房的焦点所在，也是未来调整
的空间所在。

近年来，试点地区不断优化共有
产权比例调节机制，个人出资比例可
在 60％至 100％之间由购房者根据
家庭支付能力自由选择，目标是让困
难家庭支付部分经济适用房的购房
款就能先行改善居住条件，再逐步取
得全部产权。

从江苏淮安来看， 通过政府产权
分摊减轻购房人出资负担， 根据住房
需求家庭的困难程度决定分摊比例，
从 5:5、6:4到 7:3， 困难家庭出资额
最低不少于 50％。

退出，怎样办？

产权明晰无疑是退出机制建立
起来的基础，只有购买时明确产权才
能在退出时按比例与政府分成。

针对退出问题，江苏淮安探索实
行更灵活的操作办法，即 5 年内以原
价购买，5 年至 8 年加同期贷款利
息，8 年后则按市场评估价购买或按
比例分成转让收益，因家庭困难不能
购回的，可以像原来的经适房一样继
续使用。

从湖北黄石的试点情况看， 住户
如要购买超面积产权则需要按照市场
价购买，住户不愿意购买，可永远共同
持有产权。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的共有产
权住房试点方案正在研究中， 将在 6
月底前出台方案，并在今年下半年，有
一个保障房项目采用共有产权方式。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政策咨询
委员会常务秘书长陈蔼贫表示，正在
研究中的深圳共有产权住房试点方
案中，不仅在考虑其他城市已经出台
的共有产权模式，还在考虑推出政府
与个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个人这
三类共有产权模式。

（今日关注·共有产权住房）

今日关注
共有产权住房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记者杜宇 何雨欣）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俊 4 日
表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通过共有产权方式明确产权人和政府间的产权比例关系，
依据产权比例关系确定上市交易的分配比例，目的就是遏制在购置型的保障房里的
牟利空间。 冯俊在此间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据冯俊介绍，共有产权住房起到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共有产权的方式，可以使
得一部分群众通过自己支付一部分钱解决住房问题；另一个是规范现在的经济适用
房和限价商品房制度，通过这样的机制，遏制在购置型的保障房里的牟利空间，使得
买下来这个房子主要是解决住房问题，而非投机牟利。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黄石这 6 个城市被确定为共有产
权住房试点。 冯俊说：“实施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试点来解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
始准备做方案，尽可能地使试点工作制度更完善，弊端更少。 ”

即政府以让渡部分土地出让金等方式
按比例与购房个人共同拥有住房产权

遏制 新华社发 徐骏作

共有产权住房

共有产权住房对楼市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当前，楼市

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那么，共有产权住房会
对楼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有助于对冲高房价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随着共有产权房
供应量的逐渐增加， 其在改善楼市结构、
“对冲”高房价等方面的效应将逐渐凸显，
并将有助于推动房地产调控模式的有效
“切换”。

以北京市为例， 去年下半年北京推出 2
万套共有产权性质的自住型商品房，今年将
供应 5万套， 占全年商品房销售的 50％左
右，可大大改变住房供给结构，同时，自住型
商品房价格比周边市场价低 30％左右，将对
今年北京市场房价起到较大的缓冲作用。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当前北京楼市成
交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住型商品住
房的影响。

体现社会公平性

一位房企负责人表示， 自住型商品房
等共有产权房的制度设计是对原有经济适
用房制度的补漏， 首先通过政府出资明确

产权， 其次在申购价格上基本与市场价格
同步，压缩非法牟利的空间。

德佑地产市场分析师赵葆根认为，共
有产权房缓解了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经
济压力，保障了其拥有房产的权利，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抑制房价上涨。另外，作为住房
保障和供应体系的一部分， 共有产权房体
现了社会公平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兴洲认
为， 共有产权住房的本质是政府住房公共
政策在商品住房领域的体现。

增加市场供给能力

国泰君安证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
出，房地产调控方式逐渐向市场化方向转变。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通过增加住宅土地供
应、优质房企资本市场融资开闸、共有产权房
等多样化方式，积极增加市场供给能力。

任兴洲认为， 共有产权住房一方面为
居民提供了相对较低价位的普通商品房，
使其“买得起，住得上”；另一方面，改善和
优化了热点城市商品住房供给结构； 共有
产权住房还缓解了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
价上涨的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房
价，疏解高房价的困扰。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回应楼市三大热点问题

增速下降属于市场正常调节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记者杜

宇） 尽管这是一场以棚户区改造和保
障房建设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 但是
在房地产市场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
有关楼市的话题， 同样成为记者追逐
的热点。

4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
俊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
楼市热点话题，一一作答。

“拐点”
去年同期基数过大是主因

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拐点” 的说法频现。 如何评价当前的
房地产市场呢？

冯俊表示， 房地产市场大多数指标

都在增长，只是增速在下降。 他说：“这
属于市场正常的调节。 必须历史地看问
题，同比增长为负，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
基数过大造成的。 ”

冯俊认为， 房地产市场调控主要目
标是追求供求平衡、市场平稳，价格是重
要信号， 但把价格作为调控目标过于狭
义化。

在冯俊看来，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确
实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有些地方库存量
过大，有些地方比较短缺。 他表示，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了“分类调控”
的基本原则。 对那些库存量大的， 供过
于求的城市， 要执行好首套房最低首付
款比例、贷款利率优惠的政策，满足自住
型、改善性住房需求；对供求矛盾比较突
出、房价上涨压力比较大的城市，要加快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
的供应，形成有效供给，继续遏制投资投
机型需求。

冯俊强调，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始
终要坚持保护消费需求、 遏制投资需求
这个原则。 他说：“这是我们政策的基
调。 ”

限购
不影响百姓消费需求
当前， 一些实行限购的城市面临库

存积压，有观点认为，在分类调控的指导
思路下， 是不是可以取消或者部分取消
限购措施？

对此，冯俊表示，宏观调控政策是鼓
励、保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 每个

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他说：“从目前我得到的信息，还没

有一个地方公开说要取消限购。 ”冯俊
认为，从限购政策来看，对老百姓的消费
需求是没有影响的， 只是对过度投资需
求有限制。

另外， 针对社会关注的个人住房信
息系统联网，冯俊表示，这项工作正在进
行当中。

空置率
目前官方还没有准确定义

有记者问， 住房的空置率到底有没
有统计或者怎么统计的？

对此，冯俊表示，现在对于空置率没
有一个准确的官方定义。 他认为， 现在

很多媒体、 很多专业人士讲的空置率和
国际上讲的空置率是不同概念。

冯俊说，国际上的空置率计算，是以
这个城市里有出租愿望的住房或者有出
售愿望的住房作为分子， 然后把总住房
量作为分母。我们现在这方面没有调查，
有出售愿望住房多少、 有出租愿望住房
多少的数都没有， 所以很难得出空置率
的概念。

对于一些人通过晚上数亮灯的住房
比率大致推出来的空置率，冯俊不认同。
他说：“假设我家住三居室，晚上一般就
开一两个灯，如果你在我家楼下看，肯定
是一大半窗户是黑的，这怎么能算空置？
所以不能用亮灯的数量衡量。 有些事情
有待制度的完善， 简单说空置多少不太
合适。 ”

美初裁我光伏产品
存在补贴
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不满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记者王希）美国商
务部 3 日初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晶体硅光伏产
品存在补贴行为。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负
责人 4 日对此表示，这是美方在 2012 年 11 月对
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已征收高额反倾销、 反补贴税
的情况下， 再次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并
试图征收高额税，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该负责人指出， 今年年初美方无视事实及法
律依据，适用相互矛盾的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同一
光伏产品再次启动调查，并做出高税率初裁裁决。
美方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的做法， 是对贸易救济
措施的滥用，保护色彩十分明显，势必使中美光伏
贸易纠纷再度升级。

这位负责人表示， 频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不
能解决美光伏产业自身发展问题， 希望美方审慎
处理此次调查，尽快终止调查程序，为促进全球光
伏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竞争环境。 中方也将密切关
注案件的进展， 并保留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权利。

根据美国商务部 3 日发表的声明，初步认定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获得超额政府
补贴，补贴幅度为 18.56％至 35.21％。 基于补贴
幅度的初裁结果， 美国商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对
中国出口的上述产品征收相应的保证金。

报复性反弹或随时展开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记者陈平）继昨天开

门黑后，今天两市更是变本加厉再下一城，双双收
出一根中大阴线。 沪综指收于 2024.83 点，跌
13.48 点，跌幅 0.66%，走出四连阴；深成指收报
7223.13 点，跌 98.39 点，跌幅 1.34%，创业板微
红，报收 1321.72 点，涨幅 0.16%。 成交量有所萎
缩，只有 1384.8亿元，人气异常清淡。

从具体走势看， 权重板块的不作为是今天下
跌主要动力，金融、地产、资源股都出现了下跌，特
别是地产股反弹无力。 盘中个股板块普跌。 尽管
沪深股指的走势比较沉闷无趣， 但市场并不缺乏
热点。 由于史上标准最严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将于 7 月 1 日起实施，同时第八届中国
北京国际节能环保展览会将于 6 月 8 日开幕，受
此消息刺激，环保板块集体喷发，燃控科技、科林
环保、雪莱特、三维丝等逆市涨停，镍涨价、有色、
蓝宝石、京津冀、新疆、特斯拉新能源等板块跌幅
居前。头顶“央企退市第一股”尴尬光环的退市长
油今天也以 0.83 元完成了其在主板的 “告别演
出”。 终盘，两市非 ST个股有 13只涨停，同时有
5家跌停。

今天，沪综指最低见 22012.91 点，终盘收出
比较长的下影线，显示下探基本到位，预计后市报
复性反弹将随时展开。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我省端午
刷卡消费创新高
3天内银行卡跨行交易超 13亿元

本报海口 6 月 4 日讯 （记者陈怡 通讯员赵
毓）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海南旅游消费又迎来
了一个高峰， 银行卡刷卡消费增长明显。 据中国
银联海南分公司统计数据显示，3 天假日里，全省
银行卡跨行交易金额达 13.33 亿元， 同比增长
29.13%。

端午小长假期间， 商场等消费场所开展丰富
的优惠活动，更多的人选择在省内购物或娱乐。据
数据统计， 端午小长假期间，POS 刷卡交易笔数
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27.61%和 40.36%。

从各行业的交易分布来看，与休闲购物相关
的商户交易增长更为抢眼。 端午小长假期间，宾
馆、餐饮消费、百货一般类和超市类的交易金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52.39% 、26.01% 、55.31% 和
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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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试与政府“合伙”买房
———从试点城市看共有产权住房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 如今
全国有 6 个城市被列为共有产权住
房试点城市，那么，与政府“合伙”买
房，可行吗？ 新华社记者日前采访了
有关试点城市。

申请，谁可以？

共有产权住房，哪些人有资格申请
呢？ 从试点看，共有产权住房供给主
要面对中低收入者，这无疑为保障其
住房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

从上海来看，自 2010年以来，已
连续 4 次降低申请共有产权房的准
入门槛，目前 3 人及以上家庭人均月
可支配收入线已放宽到 5000元。 截
至今年一季度，累计签约购房家庭约
有 6.7 万户， 基本做到当年申请、当
年选房。

江苏淮安早在 2007年即推行共
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住房限定套型面
积（家庭人口 3人控制在 60平方米左
右，最高不得超过 90平方米）。 目前，
淮安已经申购的共有产权房将近 900
套， 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供应
券，两年内有效。

与上海、淮安相比，北京共有产
权住房一推出即出现供不应求，北

京去年推出自住型商品住房， 最终
明确为“共有产权性质的自住房”，
价格低于周边市场 30％、面积以 90
平方米以下为主。 首个项目约提供
2000 套房源，最终由 6.53 万户确认
申购。

产权，如何分？

据住建部介绍，配售时，须在合
同中明确个人和政府共有双方的产
权份额及将来上市交易的条件和增
值所得的分配比例。

根据试点情况，分摊比例是共有
产权住房的焦点所在，也是未来调整
的空间所在。

近年来，试点地区不断优化共有
产权比例调节机制，个人出资比例可
在 60％至 100％之间由购房者根据
家庭支付能力自由选择，目标是让困
难家庭支付部分经济适用房的购房
款就能先行改善居住条件，再逐步取
得全部产权。

从江苏淮安来看， 通过政府产权
分摊减轻购房人出资负担， 根据住房
需求家庭的困难程度决定分摊比例，
从 5:5、6:4到 7:3， 困难家庭出资额
最低不少于 50％。

退出，怎样办？

产权明晰无疑是退出机制建立
起来的基础，只有购买时明确产权才
能在退出时按比例与政府分成。

针对退出问题，江苏淮安探索实
行更灵活的操作办法，即 5 年内以原
价购买，5 年至 8 年加同期贷款利
息，8 年后则按市场评估价购买或按
比例分成转让收益，因家庭困难不能
购回的，可以像原来的经适房一样继
续使用。

从湖北黄石的试点情况看， 住户
如要购买超面积产权则需要按照市场
价购买，住户不愿意购买，可永远共同
持有产权。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的共有产
权住房试点方案正在研究中， 将在 6
月底前出台方案，并在今年下半年，有
一个保障房项目采用共有产权方式。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政策咨询
委员会常务秘书长陈蔼贫表示，正在
研究中的深圳共有产权住房试点方
案中，不仅在考虑其他城市已经出台
的共有产权模式，还在考虑推出政府
与个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个人这
三类共有产权模式。

即政府以让渡部分土地出让金等方式
按比例与购房个人共同拥有住房产权共有产权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