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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 月 15 日公布
了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2021
年 12 月，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续四季
度以来的下降态势，同比涨幅回
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绳国庆介绍，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一降一升，二三线城市均为下
降。

据测算，2021年12月，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
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其中，
北京环比持平，上海上涨0.4%，广
州、深圳分别下降0.6%和 0.1%。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1%。
其中，北京、上海环比分别上涨
0.8%和0.4%，广州、深圳分别下降
0.3%和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
下降0.3%，降幅比上月均收窄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
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扩大0.1
个百分点。

绳国庆介绍，一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涨幅回落，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回
落、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持
平。

据测算，2021年 12月，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4.4%和
5.3%，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4个
和 0.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分别上涨2.8%和1.5%，涨幅比
上月均回落0.5个百分点。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由上
月上涨0.5%转为持平。

随着2021年12月数据出炉，
70个大中城市2021年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全年涨跌情况也更加清
晰。与 2020 年 12 月份相比，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下降的有17个，上涨的有
53个。二手住宅方面，与2020年
12月份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26个，持平的有1个，上涨的有43
个。

国海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夏
磊认为，从 2021 年 12 月的数据
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总体
取得积极成效。2022年，在坚持

“房住不炒”定位下，应重点畅通

堵点，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
她建议，一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
相应动态调整，保持购房需求稳
定；二是统一规范各地预售资金
监管；三是坚持租购并举，规范租
赁市场，发挥租赁在解决新市民
居住困难上的积极作用。

《“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近
日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
保障司负责人潘伟介绍，“十四
五”期间，40个重点城市初步计划
新增650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
房，预计可帮助1300万新市民、
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十四
五”期间还将基本完成2000年底
前建成的约21.9万个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任务。同时，采取多种手
段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
围，让更多就业群体享受住房公
积金服务。

（据《经济日报》）

厨房装修配色有技巧

近年来，整体橱柜的颜色、材质、造型越来越
多，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

经典白
白色橱柜，无论与何种材质的厨具搭配都能

保持清新素雅的风格。白色橱柜给人带来清凉
纯净的气息，既凸显出厨房的洁净，又彰显出现
代简约之美。

原木色
运用简约的现代设计风格，将原木色和白色

融合，能够轻松打造美好舒适的烹饪环境。一
般来说，原木色的橱柜比较符合中老年人的审
美需求。

蓝色系
蓝色系橱柜能给人带来清凉的感觉。蓝色

系的搭配，颠覆了传统厨房颜色设计，给人带来
独特的视觉冲击。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1月14日，海域阳光云端营销中

心举行开放盛典。
参加开放盛典的嘉宾纷纷在活动

现场拍照打卡留念。海域阳光云端营
销中心在百米高空打造空中无边际泳
池，嘉宾们在池畔共享休闲时光。

建筑外立面犹如建筑的外衣，其
颜色、风格、形状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第
一印象。海域阳光的外立面设计融入

了海浪、沙滩等海洋元素造型，蓝色的
玻璃幕墙寓意海浪，白色富有线条感
的造型寓意云朵，创新设计兼具美观
与实用性。

海域阳光秉承“匠心品质 永不止
步”的开发宗旨，近期将在海口西海岸
推出三期收官之作——近7万平方米
的建筑项目，为城市发展献上更多精
彩。 （广文）

记者近日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获悉，近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联合印
发《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北京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的通知》，将北京市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纳入住房公积金提取范
围，加大住房公积金对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的支持力度。

根据通知，纳入北京市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范围的危旧楼房改建、与住房直
接相关的楼本体改造，可申请提取住房
公积金。其中，与住房直接相关的楼
本体改造项目包括增设电梯、多层住
宅楼房平改坡、上下水改造等6类。

此次公积金提取的申请人范围进
一步扩大，涉及上述老旧小区综合整
治项目的房屋产权人或已签订购房协
议的公房承租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可按规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同时，今后住房公积金还将支持
危旧楼房改建个人贷款。根据通知，
纳入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范围，
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方式进行
改造的危旧楼房的产权人或购买改建
后房屋的公房承租人及其配偶，可以
申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其中，贷款额度不超过申请人还款
能力和缴存年限确定的额度以及用于
抵押房产评估价值的80%，最高不超过
70万元。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危旧
楼房改建中个人负担部分总额的10%。

此外，通知还规定，今后提取住房
公积金可用于交存老旧小区的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纳入北京市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项目范围的房屋，产权人可以
申请使用本人及配偶名下住房公积
金，用于房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续
筹补建。（据新华社电 记者郭宇靖）

去年12月70城商品房售价同比涨幅回落

房价总体稳中有降
北京老旧小区改造
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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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官员：

联合国工作人员
正积极协调援助事宜

据新华社苏瓦 1月 20 日电 （记者张永
兴）联合国负责汤加事务的代理常驻协调员乔
纳森·维奇20日在斐济首都苏瓦通过电子邮
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驻扎在汤加的
联合国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积极协调援助汤
加事宜。

乔纳森·维奇说，联合国将同汤加政府协商
其提出的具体援助请求，汤加有望在23日前向
捐赠者提出具体的援助请求。目前，汤加政府
已请求国际电信联盟提供卫星宽带服务，请求
新西兰及其他捐赠者提供电话服务。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21日将向汤加运送消毒卫生用品包、
便携油桶等援助物资。

谈到此次火山喷发给汤加造成的损失，乔
纳森·维奇说，目前汤加共有8.4万人受到火山
喷发及其引发的海啸影响，约占全国总人口
84%。此外，约有100座房屋受损，另有约50
座房屋被完全损毁，火山灰造成的影响波及汤
加全境。鉴于目前评估能力有限，全部损失详
情还不得而知。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汤加首都努库阿
洛法 19日开始恢复部分供电和通
信。中国政府紧急驰援，已率先向汤
加提供首批应急救援物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已于19日分别向汤加国
王图普六世、汤加首相索瓦莱尼致
慰问电。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紧急
驰援，积极向汤加提供紧急人道主
义援助，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中国红十字会已向汤方提供
10 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
助。中国政府将应汤方请求援助
一批饮用水、食品、个人防护用品、
救灾设备等应急物资。设在广东
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应急物资储备
库已紧急启动物资调拨，包括瓶装
水、肉类罐头、医疗卫生包、发电
机、高压水泵、帐篷等，已做好尽快
发运的准备。

中国政府通过驻汤加使馆紧急
筹措了一批价值28万元人民币的饮
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并于19日捐
赠汤加政府。汤加国王图普六世表
示，在汤加国家危难之际，习近平主
席向我发来慰问电，中国政府第一
时间伸出援手，汤政府和人民被中

方义举深深感动，对此深表感谢。
汤加一些岛屿受灾严重，感谢中方
表示愿继续帮助汤方开展救援和灾
后重建。汤副首相兼国家应急委员
会主席泰伊表示，衷心感谢中国政
府捐赠上述物资，这是灾害发生后
汤加政府收到的首批应急救援物

资，承载着汤中两国之间的特殊友
好情谊。

据悉，截至目前，在汤中国公民、
企业均平安，暂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
告。汤加政府全力救灾，电力、通信、
航路正逐步恢复。中国驻汤加使馆
正常运转，将继续为有需要的中国公

民提供领事保护服务。
据汤加媒体报道，从19日开始，

汤加首都部分恢复供电，但仍时有断
电，与外界联络仍十分困难。部分联
络需通过海事卫星。

联合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布
亚新几内亚、新加坡等各方也纷纷向

汤加提供援助。
联合国负责汤加事务的代理

常驻协调员乔纳森·维奇 20 日在
斐济首都苏瓦通过电子邮件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汤加有
8.4 万人受此次灾害影响。火山灰
已对汤加全境造成影响。汤加政
府已请国际电信联盟提供卫星宽
带服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也
将提供救援物资。

新西兰国防部20日说，一架满
载救援物资的新西兰空军C-130运
输机已于当地时间下午抵达汤加。
从图像信息来看，汤加受灾情况较令
人担忧。新西兰还计划于22日向汤
加增派第三艘救援舰。

据澳联社20日报道，一架运输机
已从澳大利亚起飞前往汤加，另一架也
即将起飞。飞机上装载了帮助汤加重
建通信网络及恢复机场跑道所需设备。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表
示，巴新政府正密切关注汤加灾情。
目前，海底电缆维修公司船只正停靠
在巴新做准备，等待汤加政府批准前
往灾区修复电缆。

新加坡红十字会18日说，将向
汤加红十字会提供总值5万新元（约
合23.5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援
物资。

汤加部分供电通信恢复

中国率先提供首批物资援助

这是1月20日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
富阿阿莫图机场拍摄的运送新西兰援助物资的
飞机。 新华社/路透

这是1月19日拍摄的海啸过后的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郊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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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22年2月24日上午10时至2022年2月25日
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zichan.jd.
com）进行公开拍卖：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职业中学西北侧
芙蓉小区19幢110号商铺（建筑面积288.91m2，含应分摊土地使用
权面积）以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保热公路西侧桃源小区
9 幢、10 幢、11 幢、12 幢、13 幢共计 22 间商铺（总建筑面积
4641.73m2，含应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商业房地产。

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
展示时间：2022年2月21日至22日。
有意向竞买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具体要

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电话：15607579889；0898-68515223。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20121期）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我局拟
按程序公示《文昌市冯坡镇总体规划（2018-2030）》《文昌市冯坡
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1月21日至2022年
2月19日）。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
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1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进行《文昌市冯坡镇总体规划（2018-2030）》
《文昌市冯坡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海口科工园接入机房

地区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部分ITV、上

网、语音、手机等业务使用将受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1月24日凌晨01:00～05:00对海口科工园接入

机房地区的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2022年1月26日凌晨01:00～05:00对海口科工园接入

机房地区的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