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8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
7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全国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0.8平方米

比2012年增
长了 23.3%，年均
增长为5.4%；

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6.6平方米

比2012年增
长了 11.1%，年均
增长为2.7%；

农村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5.8平方米
据中新社 制图/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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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楼市做“加法”的关键一
环，自住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
建设，在平衡市场供需、保障居民

“住有所居”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以北京为例，4月7日，北京首次

发布未来五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在
这个计划中，未来五年北京供应住宅
用地将达6000公顷，其中自住型商品
房将供地1020公顷，拟建25万套自
住房。

北京市住建委最新数据显示，
上半年，北京保障房新开工37524
套，完成年度5万套建设筹集任务的
75%；竣工65676套，完成年度6万
套任务的109%，其中公租房14159
套、产权类保障房33686套、棚改安
置房17831套。

不仅如此，4月推出的“新北京
人”专项配租举措，将有针对性的解
决部分非京籍无房职工的居住需
求，进而降低购房需求。

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已
分两批发布了专供“新北京人”的公
租房房源，涵盖燕保·马泉营家园、
高米店家园和房山乐活雅苑3个项
目至少360套房源。

除北京外，上海、广西、沈阳等地
也先后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3月，上
海公布2017年公租房分配新指标，将
新增分配供应公租房约1万套，解决各
类人才阶段性居住困难；沈阳也新增
租赁住房补贴5000户，其中公租房租
赁补贴4500户；6月，广西提出全年要
完成公共租赁住房新增分配入住5.16

万套以上。
“从保障房的供给来看，一线城

市在供应目标和供应节奏上都表现
不错，住房保障工作完成情况较
好。”严跃进认为，后续住房保障会
在公租房建造基础上，出现完全市
场化运作的自持型住房，也算是供
应端调控的一个新现象。

今年4月，住建部也曾对公租房
施工、投用做出指示，明确今年我国
将加快公租房竣工和分配入住，年
内完成公租房新增分配200万套。
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当时表示，要
继续加大对公租房及其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确保被支持的
公租房项目年底前达到交付使用条
件。 （中新）

深圳新房均价
连续九个月下降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7月1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深圳6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54492元／平方米，自去年10月份以来已连续九
个月环比下降；成交套数为2953套，为今年以来
最高值。

据统计，深圳6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54492元／平方米，环比微降0.04%，同比下降
11.8%；成交套数为2953套，环比增加27.7％，同
比下降9.2%；成交面积292343平方米，环比增加
24.8%，同比下降15.6%。

在二手房市场，深圳6月共成交7210套二手
房，环比下降1.0%，同比增加33.1%；成交面积
623085 平方米，环比下降 4.0%，同比增加
27.3%。

业内人士指出，深圳6月一手房成交量有所
回升，市场需求有所释放，不过市场预期仍不容乐
观。6月下旬，成交量再现回落态势，伴随二手房
成交量的下行和全市新房均价“九连降”，调控的
威力与成效持续显现，深度的调控有利于住房回
归居住属性。 （据新华社）

地面改造“对症”解决
就二手房重新装修而言，最麻烦的项目当属

地面改造。用了几年的瓷砖要么不再光鲜照人，
要么边角破损，想要拆了重铺，又担心震耳欲聋的
切割噪音和无从下手的装修垃圾；卧室的木地板
变得暗淡无光，想要更换却对高得离谱的价格望
而生畏；还有许多业主担心地面改造要耗费一个
月的时间。其实，如果能做到“对症下药”，地面改
造可又快又好地完成。

症状一：瓷砖破损

许多业主都被瓷砖拆铺可能带来的诸多麻烦
绊住了改造的脚步。其实，在地面改造过程中，铲
除工程是可以取舍的。原有的地砖是否拆除，要
视使用情况而定：如果已经有局部损坏、较多空鼓
或脱落、表面釉质磨损或严重脏污，则需拆除更
换。一般建议在改造时将厨房和卫生间的地砖全
部拆除重做。如果为了节约，在地砖基本完好时
可以不更换，但可以把所有地砖的勾缝全部铲除
重做，不仅能减少细菌污垢，也显得很美观。

症状二：瓷砖变木地板

在原地砖上直接铺地板要注意，一定要把原
地砖地面彻底清理干净，并且进行消毒后再铺装
地板，否则地板底下就会成为细菌和微生物滋生
的场所，对以后的居住健康不利。还有就是原地
砖地面必须完好，不能有空鼓或地砖脱落。另外，
由于在地砖上直接铺地板，增加了地面高度，会对
门的高度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和其他不同功能
区的地面高度差产生影响，这些都要考虑周全。

症状：木地板款式过旧

如果原有的地板是复合地板，使用时间不满
五年，且没有严重磨损，可以继续使用，但要检查
一下地板的完整性和是否松散。要注意的是，如
果想要进行局部修补或更换，新买的地板颜色、纹
理、表面光洁度都和已经使用几年的地板有极大
的差异。另外，在对局部进行更换或修补时，一定
要找专业厂家，不要交给装修施工队去做。

如果原有的地板是实木的，并且保持得较好，
可以不考虑拆除，对松散的部位进行加固或调整
即可。但是一般不要考虑在原地板上重新油漆，
因为新旧漆种或品牌不相匹配时，会发生化学反
应，轻则损坏漆面，重则污损地板板材。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4日举行的武汉下半年首场大
型土地拍卖会上，挂牌出让的7宗地
块中6块被具有国企背景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拿下，另一块被港资房企
摘得。

此次土拍推出的7宗地块，总面
积约25.5万平方米，总成交价41.7
亿元。其中，经济开发区一块商服
地块经过112轮激烈竞价，被武汉

市属国企武汉地产集团旗下武汉城
开房地产公司以2.7043亿元竞得，
楼面价高达每平方米9093元，溢价
率188%，刷新了这一片区的楼面价
纪录，成为“新地王”。

附近的另一宗住宅商服地块也
被武汉市属国企武汉地铁汉正街置
业有限公司以底价 25.85 亿元竞
得。另外两家武汉市区属国企汉阳

控股集团和江夏城投集团也分别以
底价竞得四新新区和江夏区两宗商
服地块。

湖北省属国企湖北省鄂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拿下光
谷中心城和洪山区劝业场两个项目
地块。另外一宗光谷商服地块被具
有港资背景的光谷世界城置业公司
底价竞得。 （据新华社）

多地楼市调控平衡供需
2017年悄然过半，因城施策、多端发力的楼市调控在各地的实践探索中不断演变。限

贷、限购、限售等“减法”措施在需求端发酵的同时，近期，部分一二线城市频频在供给端做
“加法”——加快新盘入市、增加土地供应等，对平衡供需、稳房价起到重要作用。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文提出，在
做好房地产市场需求端调控的同时，
将大力增加市场供应放在非常显著的
位置。

3月起，北京市住建委全面启动
了“拿地未开工和开工未入市项目”
协调推进工作，促进在途商品住宅
项目尽早开工、入市。官方数据显
示，处在这两个阶段的房源分布在
389个项目中，初步统计有20万套
左右，是北京去年新建商品住房成
交量的两倍多。

“这是北京3·17系列‘减法’调
控背景下，做的一个‘加法’操作，力
图从供给端出手调控。”中原地产首
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中新网记者。

同时，为进一步提高房屋供给

转化效率，让清单项目尽早入市。
北京市住建委6月27日发文称，凡
列入清单的商品住宅项目，开发企
业取得一个施工许可后，可以对应
办理两次预售许可。

“该举措意在全面放宽预售，加
快部分在途房源的供应量。”张大伟
说，之前的预售证政策是：申请预售
许可时，施工进度要求地上规划层
数7层（含）以下的，要达到主体架构
封顶；8层（含）以上的，要达到地上
规划层数1/2以上。

除北京外，在房屋预售环节有
所动作的城市还包括沈阳和上海。

上海于近日出手规范预售价
格，要求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
项目，在10日内公开全部准售房源

及每套房屋的价格。2016年8月，
沈阳商品房预售许可审批缩短至8
天，同时，信誉好的房企预售许可审
批要件从10个减少至8个。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
目前针对供给效率施政的城
市还不多，关键在于很多中
小城市担心库存过剩问题，
一旦放开预售，会增加项
目建设风险。“但热点城
市房屋需求较高，资金
到位可马上开工，所
以类似政策预计
会在15个热
点城市推
进。”

到底哪些城市需要补库存呢？
严跃进认为，理论上，房屋存销比低
于12个月就需要补库存。根据易
居研究院70城库存变动数据，5月
份存销比低于12月的城市就有35
个，且不仅有北京、上海、广州、南
京、重庆等热点一二线城市，还囊括
九江、茂名、常德等三四线城市。

“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前期去
库存加快，未来随着土地供应的增
加，补库存需求上升。”中国银行近
日发布的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建议，
未来政策在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
同时，应注重发挥土地供应、机制建
设等供给手段的作用。

而从上半年一二线城市的土地
供应来看，供地节奏确实明显加快。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300个城市
共推出土地 11481 宗，同比减少
10%，但一线城市较去年同期增供
明显。另外，土地出让金（收金）排
名前20城成交总额为8312亿元，
同比增加两成。其中，北京半年度
收金1006.2 亿元，已超去年全年；
一线城市均有入榜，二线城市则是
榜单主力，武汉、重庆、杭州收金过
600亿元入围前五。

单看北京一地，数据变化更为
明显，半年供地数量已超去年全
年。据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
院统计，上半年北京土地供应达65
宗，半年供应量较2016年全年的44
宗还多出了21宗。

“北京土地供应量的增加是意
料之中。”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

胡
景晖
还 指
出，在供
应量加大之
时，北京土地市
场拍卖规则的创新，
对稳定地价起到重要作用。
限房价、限地价，竞企业自持商品
住房面积比例，竞高标准商品住宅
建设方案等成为北京土地拍卖的
标配。

在相关调控政策的作用下，一
二线城市土地溢价率明显下调。张
大伟说，武汉、北京、南京、合肥、天
津、重庆、上海、苏州等热点城市在
2017 年上半年的土地溢价率，较
2016年同期明显降低。

6 月 30 日，万科正式告别
了他的创始人王石，迎来了以郁
亮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
了企业核心领导人才的更新换
代。以王石为代表的地产第一
代人才相继退出前线，房企之间
的争夺战已经更换前锋，变成各
房企培养的第二代人才之间的
较量。

随着行业发展和政策调控，
房企早已告别“埋头赚钱”的时
代，纷纷面临做大规模和转型的
双重压力，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一大支持就是人才。

一方面，各大房企积极推进
全国布局、乃至全球布局，管理
半径的扩大相应地带动了企业
对人才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
众多房企如今都在讲“多元转
型”，一些有远见的房企已经“地
产开发”“业务试水”“渠道融资”
多管齐下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多元化转型更需要培育跨行业、
多领域的人才队伍。

“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
哪里有谷地，就向哪里汇聚”，这
句写在万科员工手册上的话充
分显示了万科对人才的重视。
而为了积极储备人才库，万科也
相继推出了“海盗行动”“007 行
动”等人才吸引战略，网罗了一
大批地产精英。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新晋龙
头房企碧桂园，同样把人才吸引
放在企业发展核心位置。根据
碧桂园2016年年报，得益于其保
证职业经理人和公司股东同心
共享、共同进退的机制，碧桂园
招揽了大量行业优秀人才，当中
包括403位博士，未来希望达到
千名。

除了致力于“网罗地产精
英”以外，各大品牌房企同样没
有错失新生人才资源的吸引和
招揽。万科“新动力”、中海“海
之子”、远洋“探海者”……面对
大学毕业生推出的管培生项目
层出不穷，中心城市落户政策、
成长培养流程、高水平薪资条件
等吸引手段花样翻新。

要想紧跟时代前进脚步，走
在地产行业发展前端，各大房企
就必须培养起多领域、多层次的
人才队伍，招揽培养两不误，形
成完整庞大的人才输送链条，保
证人才成长不断代。

不难看到，未来地产行业的
比拼势必是企业“智囊团”之间
的较量。维持企业这个庞大的
身体正常运转，制定战略、调整
方向、多位发展，头脑至关重
要。打造好人才团体，房企才能
在未来的争夺战中占据战略制
高点。 （北晨）

北京促在途项目入市 热点城市或跟进

一二线城市加快供地节奏 补库存

自住房、公租房入市 稳市场

房企比拼
招揽人才是关键

武汉土拍市场 国有房企成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