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楼市需注意三个问题
不能忽视市场力量

最近几天，无论是国土部、
住建部出台四大政策，还是央
行、住建部、银监会出台房贷新
政，或是财政部、国税总局出台
税收新政，都说明稳楼市已经从
地方行动“升级”为国家行动了。
相信在这组政策刺激下，楼市即
将迎来“小阳春”。

据报道，这一轮密集出台的
政策措施，其实不只是稳楼市，
也是在稳增长。今年一季度公布
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面临的下
行压力有加大趋势，1-2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
长1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名义增长10.7%；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8%，这三项数据均创下新低。

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显
然需要稳增长，惟有让经济主要
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与社会
才能正常运转。众所周知，多年
以来由于房地产涉及多个关联
行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
献与间接贡献都比较大。因此
说，这一轮稳楼市也是在稳增
长。

通过稳楼市，可以稳定住房
消费，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可以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以驱动经济增长；更深远的影响

是，可以带动家电等关联产业发
展以助推经济稳定增长等等。另
外，楼市库存占用大量资源与资
金，消化库存可释放资金。

但是，稳楼市需要注意三个
问题：首先，稳楼市是稳定住房
消费，而不是刺激房价大涨。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
提出“稳定住房消费”，即通过
“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来实现。所以，无论是地方政
府还是开发商，都不要把房价上
涨当成政策任务目标。

第二是稳楼市不能忽视市
场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地方出
台稳楼市政策，还是国家部委出
台政策，都不能忽视市场自我调
整与修复的能力，即政策调控的
同时，也要给市场自我调整预留
适当空间。

第三是稳楼市的同时更要
早转型。过去多年房地产对中国
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但也让中国
经济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产生
了依赖，这样既不利于经济结构
调整，也不利于很多产业转型升
级，还不利于楼市健康发展。中
央已经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应该以创新谋求转
型，以减少对房地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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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松绑，房价会不会重演“!""#年的疯狂”

专家：常州楼市将
楼市新政一石激起千层浪。记者获悉，常州出现房业主连夜“反价”的现象。
在政策松绑预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本次新政的出台被业界看作是“如期而至”。分析人

士认为，新政剑指改善型需求，在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5改 2”的共同作用下，二手房市场有
可能率先受到提振。政策放松将进一步传递至新房市场，二季度市场成交量有望攀升。但不会
重演“2009年的疯狂”，由于库存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短期内房价难以出现明显上涨。

“房价可能在一夜之间就面目全
非。”常州一位二手房经纪人表示。让
楼市再度成为焦点的是3月30日落地
的楼市新政。根据央行、住建部、银监
会联合下发的通知，拥有一套住房且
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购
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
于40%。同时，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
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
住房，最低首付比例下调为20%；拥有
一套住房并已结清贷款的家庭，再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购房，最低首付比例
为30%。

这次以“降首付”为主题的楼市
新政，让二手房业主们忙活起来。
“一上午就接待了3位提出要反

悔的房东。”鑫洋总经理郭军告诉记

者，这3位房东都是3月30日刚刚签约
的客户。因为新政是在3月30日下班
后才发布，所以房东都是昨天一早就
开始紧急联络中介，要求涨价。有位
心急客户，甚至直接跑到中介等开
门。“我们也正在紧急协调，毕竟买方
已经支付了定金。”

除“降首付”之外，财政部关于个
人住房营业税政策的调整也似乎让
二手房业主们更有“底气”。根据财政
部、国税总局下发的通知，个人将购
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
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
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
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
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
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

征营业税。
在此之前，免征营业税的购买年

限是5年。“5年变2年，对于业主们来
说差别很大，不仅缴纳营业税的概率
变小，给业主们处置房产的时间也更
宽裕，业主们更有底气跟你谈价格
了。”上述经纪人表示。

政策松绑被认为将极大地提振
市场。不仅部分地区的二手房业主开
始“反价”，一些新房的开发商也开始
酝酿涨价。记者了解到，新政出台前，
河南、南京、杭州、常州等地已有开发
商宣称准备上调新推项目开盘价。杭
州万科推出了“24小时特惠房源”，宣
称旗下所有项目“24小时不打烊，24
小时不涨价”，并预告4月开始新推项
目价格将全面上调。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监测，新政
发布前一周，开发商已加大推盘力度，
其监测的10个重点城市共开盘59个项
目，累计推出房源近8000套。其中，上
海开盘8个项目，推出房源738套，广州
开盘6个项目，推出房源643套，北京开
盘3个项目，推出房源572套；二线城市
累计推出约6000套房源。此外，上述开
盘项目整体价格平均上涨4.36%。

据记者了解，新政出台之后，也
有多个城市的开发商连夜修改推盘
方案，想“趁热打铁”加大推货量。接
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
随着推盘热情和购房需求激发，楼市
将迎来一波成交高峰。

但相比之下，房价是外界更为关
心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政策放松
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改善型需求，加

快库存压力较大城市的去化，从而稳
定市场。就价格而言，更需视实际情
况区别看待。
在此背景下，有分析人士认为，对

于库存压力较大的常州来说，“量”比
“价”的增长显得更为重要，卖方短期
内将继续坚持“以价换量”的策略，因
此价格短期内难以明显上行。“量增价
稳”将成常州楼市的新常态。 李林

新政出台，业主“反价”1

库存高企，房价走势分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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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装修需严防死守的 大关卡7

首先，春季装修一定要注意施工
时的防火安全。要注意用电安全，不
能乱拉乱接电线，电源线上无保护
管；现场禁止吸烟，不能动用明火；油
漆、稀料等易燃品应存放在离火源
远、阴凉、通风、安全的地方；施工现
场应天天打扫，清除木屑、漆垢、残渣
等可燃物；保证室内出口安全畅通；
必要时配备消防器材等。
其次在装修中要注意采用防火材

料，按照国家标准，一定要选配达标的

装饰室内吊顶应采用非燃材料，墙面、
地面和基层应采用非燃或难燃材料，
以尽量减少火灾的危险性。吊顶的龙
骨、橱柜等木质材料要做防火处理。

另外，所有电气线路均应穿套
管，接线盒、开关、槽灯、吸顶灯及发
热器件周围应用非燃材料做防火隔
热处理；选择房间灯具时，不要只看
是否美观，还要仔细检查是否安全，
应到可靠的市场选择符合 3C认证
的灯具。

木制品表面在雨天时会凝聚一
层水汽，如果这时刷漆，水汽便会包
裹在漆膜里，使木制品表面浑浊不
清。比如雨天刷硝基漆，会导致色泽
不均匀；而刷油漆，则会出现返白的
现象。另外，虽然阴雨天对墙面刷乳
胶漆的影响不太大，但也要注意适当
延长第一遍刷完后墙体干燥的时间。
一般来讲，正常间隔为两小时左右，

雨天可根据天气状况再作延长。业内
人士介绍，装修中许多工艺步骤都有
一个“技术间歇时间”，如水泥需要
24小时的凝固期，刮腻子每一遍要
经过一段干燥期，每遍干透才能再刮
一遍；油漆也需要每一遍干透再刷上
第二遍、第三遍。所以在阴雨天，这种
技术间歇时间一般都需延长，必须耐
心等待。

选购木料时，一定要到大批发
商处，而不能在街边小店。因为大
批发商的木料一般是在产地做了
干燥处理后，再用集装箱运来，批
发商直接从集装箱提货，然后再运
到装修业主的住宅，相应减少了木
料受潮的机会。如果还不放心，购
买时不妨要求使用湿度计对木材
进行湿度检验，这样便可万无一
失。应该提醒的是，木材买回后应
该在屋内放两三天，和地气相适应
后，再进行施工程序。施工前还应
保持地面干燥，铺好防潮层。这样，
木料就不会再出现变形问题。

陶瓷砖花样繁多，春季选购时也
应注意它的含水量。表面平滑细腻、
光泽面晶莹亮丽、无光面手感柔和的
就是含水量比较好的产品。同时要特
别注意陶质与瓷质的区别，吸水率
小、结构细密、敲击声音清脆悦耳的
就是瓷质砖，而吸水率高、结构孔多、
敲击声音沉闷发浑的就是陶质砖。吸
水率小的瓷质砖在春季昼夜温差变
化的情况下不容易出现裂纹。

铺木地板时，一定要请安装工人
留下足够的伸缩缝，这样在夏季来临
时，地板才不会起翘。同时还要注意
保持室内空气干燥。春天潮热，刷上
油漆后干得慢，而且油漆吸收空气中

的水分后，会产生一层雾面，所以一
般要用到吹干剂，使油漆干得快。同
样，乳胶漆也不容易干，弄不好会发
霉变味，这就需要施工后打开空调抽
湿，彻底去除空气中的水分。

目前在很多的新房中，都有带有
内保温层的新型保温墙体。这种内保
温墙体在装修中，很容易出现乳胶漆
开裂的问题。其实这种开裂是由于墙
体的水泥出现裂缝，或墙体“保温板”
的接缝开裂而造成的，并不是装修的
质量问题。但为了追求更好的装饰效
果，装饰公司的技术人员想出很多办
法来对付保温墙裂缝，市民可以根据
自家的实际情况和装修预算来选择：
一种是将墙面基底处理干净后，先在

墙面上贴上一层的确良布，利用纤维
的张力，来保证乳胶漆漆膜的完整。
另一种采用带有弹性的装饰材料，针
对墙面做基底处理，如一些专用腻子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墙壁裂缝问
题，质量较好的乳胶漆也能起到弥盖
墙面细小裂纹的作用。另外，有些消
费者干脆将墙体的保温层去掉，虽然
这种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但是会降低
墙面的保温、隔热性能，因此不建议
采用。

4月是白蚁分飞的季节，装修房
屋时，对室内可能发生白蚁危害的各
个部位和所有木材以及纤维素的装修
材料都要进行防蚁处理。如果已经发

现白蚁，应立即使用专门防治白蚁的
药品，杀灭从危害点蜂拥出来的有翅
成虫，再对危害物内部隐藏起来的蚁
群进行科学防治处理。 狄佳倩 整理

第 关1 注意防火，配备消防器材，选用安全材料

第 关2 刷漆要延长技术间歇时间，保证墙体干燥

第 关3
不要选受潮木料，
悉心存放防止变形

第 关4
买瓷砖也看含水率，
防止出现裂纹

第 关5 铺地板留好伸缩缝小心别翘板

第 关6 防止涂料开裂，先处理保温层，完善基层再涂刷

第 关7 多备防治白蚁药品，慎防装修“杀手”

清明节前后，空气中的湿度急剧增大，阴雨天
逐渐增多，很多市民担心在雨季装修会对家庭装
修的工程进度、质量等产生不良影响，业内人士建
议，只要严防死守以下七大关卡就能避免因季节
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保证家装的顺利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