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2月23日

海南正式出台实施“两个暂
停”为重点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从

增加有效住房需求、开发多元化房
地产产品等方面积极调整，引导房
地产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2017年

我省要求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加强城市棚户区和农村危房
改造，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努力
实现本地居民“居者有其屋”。

2018年

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超额完成

任务，棚户区改造开工1.53万套、

开工率 112.5%。农村危房改造4

类重点对象开工2.63万户、竣工

2.6 万户，开、竣工率分别达到

105%和 104%

截至2018年

全省基本建成566个美丽乡

村，其中星级乡村38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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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一个亲切、
温暖的字眼。在很多人
眼中，住房条件的改善
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
依据之一。

“我的老家在农村，
小时候住的是瓦房，后
来父母在县城买了经济
适用房，我大学毕业工
作后又在省城买了商品
房。我们一家的住房变
化就是海南千万个家庭
在城镇化路上的缩影。”
说起自家住房的变化，
海口市民苏惠感慨万
千，她说从住瓦房到住
楼房，从下农田到逛公
园，她深刻感受到这些
年海南城乡人居环境的
改善，让全家人的幸福
感也提升了不少。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和人居环境是海南的
一个发展目标。近年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
导下，海南住房保障和
城乡建设工作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
水平管理、高效益运营，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统筹城乡发展，新型
城镇化质量明显提升，
人居环境改善明显，城
乡面貌日新月异，书写
了海南城乡建设改革发
展史上浓墨重彩的崭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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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近年来出台系列调控政策引领房地产市场发展，逐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谱写城乡新篇章 描绘琼州新画卷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海南是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
份，集中了滨海沙滩、热带雨林、地热
温泉等多项优质生态资源。随着经济
水平提高，在海南拥有一套房子，节假
日时在海南休闲度假，成为很多人对
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

近年来，海南的房地产市场规模加
速扩大，商品房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总
量超过以往。但由于全省缺乏统一的总
体规划引导和管控，房地产开发尚未形
成科学合理布局，房产项目遍地开花，部
分项目对生态资源造成了破坏，且房地
产项目数量的快速扩张，导致品质跟不
上，房地产市场产品开发粗放、品质不
高、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日益突出。

2016年2月23日，海南正式出台
实施“两个暂停”为重点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发出政府调控信号，从增加有效
住房需求、开发多元化房地产产品等
方面积极调整，消化商品房库存，控制

新增供应量，引导房地产结构优化升
级，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要求回归住房居住属性。
我省政府将这句话写入了2017年省政
府工作报告，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强城市棚户
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培育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努力实现本地居民“居者有其屋”。

2017年至 2018年，面对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和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等利好消息带来房价上涨的压
力，为汲取上世纪90年代海南房地产
泡沫和国际旅游岛政策公布后海南房
地产市场大起大落的历史教训，省委、
省政府提前预判，主动作为，采取了一
列有效措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坚
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牵头制
定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原先限购

基础上逐步升级，实行全域限购政策，
坚决防范炒房炒地投机行为，推动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实施最严厉的全域限购政策，遏制
房地产经济泡沫，保持我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省住建部门从调
整结构、提升品质、完善配套等方面着
手推动我省房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例如，以生态环保为目标，我省推
广装配式建筑、节能建筑等绿色建筑，
制定了《海南省绿色生态小区技术标
准》等系列相关的行业技术标准，对绿
色建筑项目进行星级评比以及开展绿
色建筑立法调研等，从根本上实现建
筑品质提升，推动建筑业的升级转型，
着力构筑绿色人居环境。2018年，全
省新增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项目 290
个、建筑面积1271.04万平方米。

加强房屋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文明施工管

理，推进智慧工地建设，推进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标准化和评价体系，形成以诚
信评价为主的监管模式，健全建筑市场
诚信体系。此外，通过树立行业样板、
标杆，大力推广新技术，加强技术创新，
真正推动建筑行业品质的提升。

下一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继
续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调控力度
不放松、调控政策不走样，坚决遏制房
价上涨。我省正在进一步健全房地产
市场监管体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
合物价、税务、国土等部门完善商品房
价格备案管理和商品预售资金监管制
度，加快房地产业诚信体系和中介监管
服务平台建设，并继续深入开展房地产
市场专项整治，加大诚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力度，不断净化市场环境，多措并举
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向稳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出台调控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落实“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目标 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供应体系
住房，在老百姓心中，不仅是一个

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承载希望的港
湾。在遏制房地产泡沫经济同时，不
可忽视本地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改
善型住房需求，尤其是困难群体和夹
心层群体的住房需求不可忽视的民生
问题。为此，我省也正在逐步构建多
层次、多渠道、广覆盖的住房保障供应
体系。

从2008年起，我省实施城镇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该政策连续多年将
其列为“民生十大实事”“一号民生工
程”来推进建设，并将保障性住房建设
纳入省政府对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年度
考核指标体系。

保障性安居工程概念也逐步扩大，
政策覆盖面也在扩大。从初期的仅有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进一步涵盖至公
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各类棚改房

（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国有林场
危旧房改造、垦区危房改造）、危改房等
等，构建起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

2018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
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住房保障和
供应体系的意见》，提出我省将逐步完
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开发面向本地
居民的限售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
房，继续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及实施棚
户区改造，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满足租
赁住房需求。

各市县政府立足本地实际，把保
障性住房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具体行
动，让广大城镇中低收入群众享受到
保障性住房优惠政策。海口市民董长
德，一家四口从府城绣衣坊三四十平
方米的破旧老房，搬到青年路民安小
区50多平方米的新房，尝到了加强保
障性住房建设善政的甜头。“廉租房圆

了我们一家的住房梦。”董长德说。
此外，我省持续多年来，一直推进

全省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在国家补贴
政策上，再逐年加大省级、市（县）级政
策配套资金，财政惠农力度不断加大，
连续8年超额完成了年度农村危房改
造任务。我省已经有将近27万户的
农民通过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改善了
农村住房居住条件。

此外，农村危房改造成为了我省
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突破口，各市县
以危房改造为抓手，以农房报建、“三
师”（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下乡、建
筑工匠培训等举措，推进了新农村的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例如陵水黎族自
治县，以往的陵水农村垃圾处理是个
老大难问题，乡村脏乱差饱受游客诟
病。通过农村危房改造等乡村民生项
目，当地政府清理了常年堆积垃圾的

死角，建立一套“村收集、乡转运、县处
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机制，乡村
环境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善。

近年来，全省住建系统将农村危
房改造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任
务、第一民生工程和头等大事，紧紧围
绕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和年度减贫任务，全面完成了年度
建设任务和脱贫攻坚住房保障任务，
同时，我省将危房改造与统筹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旅游+”等相结合，带动
了贫困户增收，减轻了群众负担，受到
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2018年，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超
额完成任务，棚户区改造开工1.53万
套、开工率112.7%。农村危房改造4
类重点对象开工2.63万户、竣工2.6万
户，开、竣工率分别达到 105%和
104%。

以建设“幸福美丽家园”为中心 多举并措提升城乡“颜值”
建设广大群众既能住得进，更能

住得好的住房后，更需要营造起便利、
和谐的宜居环境。为此，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将城乡环境整治作为落实新发
展理念的重要行动，加快推动城乡发
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城乡发展品质
水平。

在城市建设方面，近年来，我省各
市县抓好城市设计及开展城市生态修
补工作，例如海口市全力推进海绵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更新建设，统
筹协调给水排水、园林绿化、市政道路
等设施建设；三亚市借助“城市双修”
工作，开展强化城中村、老旧城区和城
乡接合部的污水截流、收集、治理工
作，不断增强城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
生长型，有效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包容
度和宜居度，助力城市品位提档升级。

在城市管理服务方面，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依据《海南省推进城市执法
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整合市政公用、

市容环境、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法以
及其他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权
的集中行使，设立管理执法综合机构，
推动城市管理走向治理。同时，各市
县继续依托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搭建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城市管
理和执法队伍建设，为完善城市治理
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2018年至2020年，我省所有城市
包括县城将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以
下简称“城市双修”）工作。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副厅长陈孝京指出，要以“城市
双修”做为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同时
这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城
市短板的客观需要，是城市转变发展方
式的重要标志，是推动海南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

在城乡卫生环境改善方面，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切实担起中央生态环保
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责任，狠抓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解决垃圾处理能力不足
的问题。实时跟踪督促加快2018年
底开工建设的8座焚烧发电厂建设，
争取在2020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
以农村垃圾收集、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提升作为主攻方向，重点加强农村
生活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建设，
建立“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模式，村庄垃圾收集点
1.25万个，覆盖100%行政村和95%以
上的自然村。大力实施厕所改造提升
工程。此外，加强城乡垃圾处理基础
设施建设，2019年全省计划建设8座
配套、应急填埋场，陵水餐厨垃圾处理
设施和三亚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6座
新建（改造）渗滤液处理设施，21座生
活垃圾转运站，以及建设一批美丽乡
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处理设
施等全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项目。

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我省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按照“规划引领、示范带动、全面
推进、配套建设、突出特色、持续提升”
的要求，把美丽乡村建设与促进农村
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结合起来，
通过“百镇千村”建设，分类指导各乡
村美丽乡村建设和乡镇实施街道立面
风貌管控工作，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
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促进经济
产业发展，弘扬特色乡土文化，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从“点”到“线”向“面”发
展。截至2018年，全省基本建成566
个美丽乡村，其中星级乡村384个。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霍巨燃表
示，“十三五”期间，是海南城乡协调发
展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对标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要求，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
我省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俯瞰海口海甸岛区域，城市人居环境舒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