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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2月17日电
记者 郑钧天 董建国 王优玲

2018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
续调控，“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
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长效机制”成为房地产市场主基
调。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保持平稳运
行，逐步回归理性，热点城市房价
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

房价：一线城市持续趋
稳，二三线城市回归理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 月
份，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累
计平均涨幅均比去年同期回落，前
期热度不减的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
也趋于稳定。深圳和厦门 2个城市
新房价格已低于去年同期，房价过
快上涨趋势在 2018 年底基本被遏
制。

记者近期在多地调查发现，不
少房企出于冲刺业绩和融资成本压
力，正陆续申领预售证，大量新盘
集中入市，价格基本较年初计划售
价打了八折。多地二手房的议价空
间也逐渐增大，但真正出手的购房
者较少，成交量下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月至
11 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平均同比微涨 0.3%，涨幅
比去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11
月份，北上广深四城二手房连续 2
个月下跌，且价格跌幅持续扩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 月
份，70 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的城市增至 65 个，比 2 月份的 44
个增长近五成。“‘人才新政’降
低了限购门槛，使部分城市楼市供
给 更 为 紧 张 ， 带 来 房 价 上 涨 预

期。”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

楼市升温让各地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持续加码。7月31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指出，下决心解决好房地
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
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
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
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长效机制。

易居企业集团首席执行官丁祖
昱认为，各地楼市调控持续加码，
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均出台了遏制
投机需求的相关措施，房价上涨趋
势得到遏制，房价预期也开始扭
转。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国房地产
市场将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

租赁：租购并举进行时，
长租公寓遭遇“成长的烦恼”

作为解决“住有所居”重要途
径的住房租赁市场，在 2018 年实
现重要突破，租购并举格局加快建
立。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我国加快培育和规范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在 12 个大中城市开展住
房租赁试点，在 13 个城市开展利
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
点。中央加快研究和制定住房租赁
和住房销售管理条例，规范住房租
赁和销售行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

自去年上海首推纯租赁用地开
始，今年广州、深圳、杭州、郑州
等地陆续推出“只租不售”地块，
北京计划在未来 5年提供租赁用地
约 1300 公顷、租赁住房合计约 50
万套。

住房租赁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

多元。开发商、专业化租赁运营
商、中介机构、酒店集团等各类企
业纷纷抢滩“新风口”，打造自有
租赁公寓品牌。

多地政府打造的住房租赁交易
服务平台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全
国已有10余个城市搭建官方平台。

然而，在大量社会资本涌入长
租公寓领域的背后，由于欠缺准入
门槛、标准规范以及法律法规，市
场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一
些不具规模的企业跟P2P等小额贷
款公司合作，过度使用杠杆增大了
住房租赁企业和租客的风险。

此外，长租公寓还被视为推
涨房租的重要因素。易居智库研
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一些长租公
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
于市场正常价格的 20%到 40%恶性
争抢房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
让长租公寓的租金也呈现高端化
趋势。

针对租房市场出现的乱象，多
地监管部门采取了行动。7月份以
来，已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
和西安等 20 余个城市出台住房租
赁新政，通过用地保障、增加房源
投入、规范“租金贷”及其他住房
租赁交易服务等举措，促进住房租
赁市场健康发展。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
昌认为，我国住房租赁市场还不够
成熟，政府应从制度建设、金融支
持、服务保障等多方面入手，实现
租售“两条腿”走路。

地价：溢价率持续走
低，土地市场降温

楼市的严格调控效应已传导至
土地市场。住房销售市场遇冷让高

价拿地的开发商“套牢”，房企在
拿地方面变得谨慎理性，土拍市场
热度也随之退却。

去年年初，中海地产以总价
50.9亿元、溢价率超过 71%拍得松
江三幅宅地，这一位于上海远郊的
区域楼板价创出新高，突破 3 万
元/平方米。近期，该地块所建项
目“中海九峯里”推出的 500余套
房源却几乎无人问津，楼盘首开仅
售出十余套。在南京、苏州和镇江
等地所拿多幅高价地块也在调控之
下，销售承压无法入市。

一位房企高管表示，在楼市调
控高压不减的态势之下，商品房销
售价格无法再现快速增长甚至还要
下调，房企利润空间难以把握。因
此，不少房企尽量不通过招拍挂的
形式拿高价地。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下
半年以来，随着土地供应增多，低
溢价乃至底价成交渐成常态，土地
流拍数量也明显增多。2018 年 11
月，全国 300个城市住宅类用地平
均溢价率为 7%，较去年同期下降
15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 上 海 、 宁
波、天津、成都和南京等重点城市
的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同比降幅超
过70%。据统计，今年上海成交地
块大部分以底价成交。除溢价率下
行外，上海、北京、重庆、苏州和
深圳等热点城市的地价与去年同期
相比也出现下降。

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表
示，流拍地增多是土地市场回归理
性的信号。“过去 20多年，地价的
不断上涨传导至新房房价，进而影
响周边二手房价格，构成了房价不
断上涨的逻辑链条。地价不断下行
将引导消费者预期，促使房价进一
步回归理性。”

2018年楼市：

持续调控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针对美国宣布制裁朝鲜高官之
举，朝方在沉默近一周后于 16日表
态谴责美方这一“挑衅行为”。

分析人士认为，在国际社会密
切关注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可
能性之际，此次制裁风波显示朝美
近期互动再次遇挫，而朝方在对美
方表达不满的同时，也不说过头话，
为两国关系缓和留余地。

美国宣布将制裁朝鲜高官

据朝中社 16日报道，未公开姓
名的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政策研
究室室长发表谈话说，自朝美领导
人新加坡会晤 6 个月来，美国炮制
朝方参与洗钱、通过船舶转运进行
非法交易、开展网络攻击等各种借

口，数次对朝鲜乃至第三国的公司、
个人和船只启动制裁，近期又拿不
存在的“人权问题”做文章，作出把
朝鲜领导干部追加列入美国制裁名
单的“挑衅行为”。

这名官员表示，对对方进行威
胁、恐吓和打压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朝鲜主张应首先构筑信任，通过从
能做到的事情开始、逐一分阶段进
行的方式改善朝美关系。

美国财政部 10日宣布，将制裁
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
等 3 名朝鲜高级官员，称他们管理
的部门涉嫌存在侵犯人权等行为。

美对朝“极限施压”政策没变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美国通过
制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副委员长崔龙海等身居要职的实权

官员，进一步向朝方施压，显示美国对
朝“极限施压”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尤
其是在国际社会热议可能举行第二次

“金特会”之际，美方释放出要求朝鲜
必须作出实质性无核化举措的信号。

他说，一方面，美国此次直接制
裁崔龙海这个级别的官员对朝方来
说难以接受，因此必须通过严肃表
态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另一方面，
朝鲜正积极加大经济建设，在外交
上希望打破与美国关系的僵局，不
希望和平对话的趋势发生逆转，或
许正因如此朝方此次在美国宣布制
裁后近一周才表态回应。

王俊生还分析说，朝美在半岛
实质性无核化进程、朝鲜所要求的
安全保障和解除制裁的顺序上一直
存在根本性分歧，此次风波意味着
朝美近期互动又遇挫，既有双方矛
盾升级的迹象，也有双方在谈判期
间讨价还价的考量。

美朝领导人会晤又添变数

2018 年，是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希望重燃的一年，起起伏伏格外牵动
国际社会的目光。但临近年末，局势
再度微妙，美方已不止一次“喊话”的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又添变数。

越是面临难以妥协的根本性分
歧，朝美双方越不能刚踩油门又踩刹
车，需要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需要通
过释放诚意来增加双方关系的润滑
剂。互信本就匮乏，态度切忌反复。

2019 年即将到来，朝核问题对
话能否在新一年取得突破？唯有拭
目以待。

朝鲜谴责美国“挑衅” 美朝仍需构建互信

考察队员在“沈括”号上布放“彩虹鱼”着陆器 （12月15日摄）。
世界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近日迎来中国“彩虹鱼”科考团队。

他们乘坐“沈括”号一路远航来到这里，探索海洋最深处的科学奥秘。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在马里亚纳海沟科考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记者侯晓晨） 针对美加自诩遵守
法治和规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17日表示，无论他们以
什么堂皇的托辞，披上什么“合
法”的外衣，都无不大写着对事
实的无视和对法治的蔑视。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上周五，加拿大外长和防长
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和防长举
行了美加“2+2”部长级对话会。其
间，加拿大外长谈到拘押中方企业
高管时称，“加拿大是依据法治原
则和国际条约的义务进行的，美加
都是遵守法治和规则的国家”。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称“非法拘留加公
民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应该被释

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关于加拿大应

美方要求非法拘押中国公民一
事，中方已阐明了严正立场。

她说：“当这么多事情发生之
后，美加还自诩遵守法治和规
则，令人吃惊。在我看来，这无
异于现代版‘皇帝的新装’。无论
他们以什么堂皇的托辞，披上什
么‘合法’的外衣，都无不大写
着对事实的无视和对法治的蔑
视，让世人耻笑。”

“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即改正
错误，释放有关中国公民，切实
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强烈
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有关人士的
逮捕令。”华春莹说。

美加自诩遵守法治规则

外交部：现代版“皇帝的新装”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记者赵文君） 号称“一天一斤”
的网红减肥食品，却有可能导致
心脑血管疾病。记者从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了解到，一些网红减肥
食品的减肥效果显著，却有可能
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麻黄碱、
芬氟拉明等药物成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当前，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主要分为以下情形：一
是食品、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非法
声称和虚假宣传。二是采用发布虚
假广告和不正当手段推销产品，误
导和欺骗消费者，其中针对中老年
人和病人的欺诈行为较多。三是故
意混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
三者概念，特别是普通食品、保健
食品违法宣称疗效，消费者很难辨
识，容易上当受骗。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警惕网红食品非法添加药物成分

据新华社南京 12月 17日电
（记者王珏玢 蒋芳） 暗物质粒子
探测卫星“悟空”的研制团队 17
日宣布,鉴于卫星目前运行状态依
然良好、关键科学数据仍在累积,
卫星科研团队已与各保障部门商
定,让“悟空”延长两年工作时

间。
“悟空”是我国首颗天文卫

星。到12月17日,卫星发射已满3
年,达到预期使用寿命。截至这一
日,“悟空”已在 500 公里外的太
阳同步轨道上绕地球飞行 16597
圈,探测宇宙粒子55亿个。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将延长工作2年

据新华社利雅得 12月 17日
电（记者涂一帆 王波）沙特阿拉
伯外交部 17 日发表声明，对美国
参议院此前要求沙特王储穆罕默
德为记者卡舒吉遇害案负责的决
议予以驳斥，称该决议毫无依据且

公然干涉沙特内政。
声明说，美国参议院的决议是

“依据未经证实的指控，公然干涉
沙特内政，破坏沙特在地区及国际
社会中的地位”，沙特拒绝任何干
涉其内政、破坏其主权的行为。

沙特驳斥美国参议院
谴责沙特王储的决议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16日晚 8时 30分左右，日本北海道札
幌市区内一居酒屋发生爆炸，造成至少 40人受伤。目前，当地警方尚
未公布居酒屋爆炸原因。图为爆炸现场。 （新华社/路透）

日本一居酒屋爆炸至少40人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