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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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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深圳出台8条措施调控楼市全文

A股继续震荡回调

深圳
“严买宽售”
升级楼市调控

据新华社电 继 14 日小幅回调后，15 日 A
股继续震荡回调，四大股指跌逾 1%。
当日，上证综指以 3422.08 点开盘，上午震荡
下行，午后一度拉升，尾盘再度跳水，最终收报
3361.30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跌 53.31 点 ，跌 幅 为
1.56%。
深证成指收盘报 13734.13 点，跌 262.33 点，
跌幅为 1.87%。
创业板指数跌 1.60%，收盘报 2813.06 点。中
小板指数跌 2.38%至 9150.37 点。
沪 深 两 市 个 股 跌 多 涨 少 ，上 涨 品 种 约 700
只。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逾 70 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方面，N 埃夫特-U 涨幅最大，上涨
387.87%；沪硅产业-U 跌幅最大，下跌 19.94%。
概念板块方面，公共设施、住宿餐饮、水产养
殖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4%；手势识别、大基金概
念、全息概念跌幅居前，
跌幅均在 7%以上。
当日，
沪深两市成交依然维持高位，
分别成交
6747亿元和 8968亿元，
总成交额突破 1.5万亿元。

落户3年并缴3年社保才能买房；
此前深圳市住建局一行来长沙考察属正常工作交流
本报记者牛蕊 长沙报道

楼市火热了一段时间之后，
深圳出手了。7月15日，
深圳发布
通知，
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调控力度空前严
厉。在深圳买房，
须落户满3年，
且在本市连续缴纳36个月及以上
个税或社保才能购房。非本市户
籍须连续缴纳5年及以上个税或
社保，
才可在深圳购房。
就在深圳发布政策前后，
有
自媒体称
“深圳是向长沙取经”
。
潇湘晨报经过求证，
深圳住建局
此前来长沙属于正常工作交流。

7 月 8 日，深圳市住建局一行 10 人到长
沙市住建局考察交流房地产市场管理工
作。深圳市住建局考察组对长沙房地产调
控和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成效、先进经验和
典型做法给予高度评价。7 月 15 日，深圳发
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该消息成为外界猜测深圳学习长沙的
主要依据。经证实，深圳市住建局到长沙市
住建局属于正常的工作交流。双
方在装配式建筑、物业管理等多领
域展开交流。在深圳之前，广州同
样来过长沙学习交流。正是由于
自媒体的大肆转载和炒作，长沙市
住建局官网才会删掉该条动态。

建信上海金ETF及联接正式发行

数字

落户需满3年并缴社保，
未落户需缴5年社保
对于深圳此次的楼市调控，业内大部分
人士认为比长沙还要严厉。
《通知》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
定位，
实现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目标，
支
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机炒房，加强房地产
金融监管，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我市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经深圳市政府同意，出台此
次调控政策。
深圳分别从调整商品住房限购年限、完
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措施、发挥税收调控作用、
细化普通住房标准、加强热点楼盘销售管理、
推行房屋抵押合同网签管理、加大二手住房
交易信息公开力度、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违
法违规行为 8 个方面来调控楼市。
记者梳理发现，深圳对深户家庭、成年
单身人士（含离异）、非本户户籍人群在购房

深户家庭、
成年单身人士（含
离异）须落户3年，
在本市连
续缴纳36个月及以上个税或
社保才能购房。

资 格 方 面 的 限 制 非 常 严 厉 。 其 中 ，深 户 家
庭、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须落户 3 年，在本
市连续缴纳 36 个月及以上个税或社保才能
购房。非深户居民家庭、成年单身人士（含
离异）继续按照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连续
缴纳 5 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
方可购买商品住房的规定执行。夫妻离异
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 3 年内购买
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
总套数计算。
至于长沙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根据规定，
在长沙落户满一年，缴纳 12 个月社保或个税，
即可在长沙购买一套住宅；在长沙稳定就业
且无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家庭，缴纳 24 个月个
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在限购区域内限购 1
套商品住房。夫妻离异后，任何一方 2 年内购
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
庭总套数计算。

夫妻离异的，
任何一方
自夫妻离异之日起3年
内购买商品住房的，
其
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
家庭总套数计算。

中联重科股价坚挺大涨
非深户居民家庭、
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继续
按照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连续缴纳5年及以
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方可购买商品住
房的规定执行。

长沙反炒房效果显著，
保持调控方向不变
严买宽售思路，
深圳控房价决心很大
根据报道，上半年深圳楼市率先复苏，并
一路走高。诸葛找房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二
手住宅成交 4.36 万套，同比增长 39.9%，增速大
于北京、上海。房价也上涨明显。截至 2020 年
6 月末，深圳二手住宅均价为 69599 元/平米，
上半年累计同比上涨 8%。一线城市中，深圳 6
月份二手房均价比北京高 20%，比上海高 36%，
是广州的 2.09 倍。而就在去年底，深圳的房价
仅比北京高 4%左右，比上海高 20%，是广州的
1.83 倍。
“深圳虽然对购房资格有严格的规定，但
未对商品住房再次上市交易做出限制，是‘严
买宽售’的调控思路。”长沙某业内人士说。他
认为，深圳此番调控之后，将房价稳定在一定
水平，这个效果是肯定可以达到的。
业内人士指出，新政之后，在深圳购买二
套房的购房成本非常高。深圳土著叶先生表
示，此次调控之后他买房的压力更大。叶先生
在深圳已有自住房，他想要买一套大户型，至
少得支付 70%首付款。叶先生买房的计划得
往后推三至四年，他希望严控之下，深圳房价
不要大涨。韦先生于 2019 年 11 月在深圳南山

区购置一套 89 平方米的二手房，总价约 660 万
元，从去年至今，他所购置的小区住宅单价已
从 7.5 万元/平方米上涨至 10 万元/平方米。韦
先生告诉记者，他女朋友还具有深圳的购房资
格，接下来他们打算以与其他人合作的方式，
再于深圳购置一套住宅。他的观点是，深圳住
宅的经济属性远高于居住属性，绝不能浪费了
房票，尤其在深圳出台此次限购新政之后，房
票将变得更加珍贵。韦先生透露，深圳的一张
房票值 10 万至 15 万元。
不愿具名的专业人士分析认为，
“ 深圳调
控升级，也是为了留住企业，稳定发展的需
要。”纵观过去，任何一个城市限购之前的房
价，都是由青睐这个城市且最具有购买力的群
体所决定，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集大
成者，集中了大量的外来资金、技术、人才，也
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大量财富，所以深圳的
房价也随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的聚集而水涨船
高，甚至到了一种办企业不如买房子的地步。
但问题也来了，高房价不仅导致深圳实业不
实，人才也因房价高企而难以稳定，导致有龙
头企业外迁，
造成了税收和就业外流。

反观长沙，自“房住不炒”以来，长沙调
控举措有力，稳房价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长沙“6·25”9 条反炒房措施出台已有
两年。根据公开报道，两年来，长沙“一房
难求”的非理性恐慌彻底破除，市场从调控
之初的“超卖”现象逐步恢复至平衡状态，
并由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买方市场。数据显
示，长沙年度供销比为 1.14，去化周期长期
稳定在 7 个月，新建商品住宅供销比及库存
水平居于合理区间，
“ 反炒房”攻坚战成效
显著。
岳阳小伙小严今年 4 月在长沙置业，他
于金星北入手一套小三房，小严告诉记者，
他这套房是准备结婚用的，为了有购房资
格，他等了两年，但好在长沙楼市限购，房
价比较稳定，他才能买得起房。今年 9 月，
小张在长沙缴纳 2 年社保。
“ 等有了购房资
格，我会立马去买房”，小张认为，长沙楼市
调控为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买
房机会。
长沙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潇湘
晨报记者表示，长沙住宅限价上涨体现了
精细化调控，一方面让“面粉”卖更多的钱，
但保障“面包”价格不过多上涨，政府收入

略微增加，行业利润小幅度挤压。
经过证实，
长沙将坚持自身的调控政策
不变。7 月 10 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在市长信箱回复称，
根据长沙房地产市场实
际情况和调控需要，
长沙保持现有调控政策
的连续性、
稳定性，
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同时
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应，高端有市
场”的住房要求，建立健全多层次住房供应
体系，既补足发展短板，又满足住房多样化
需求，从而实施分类调控，进一步激发市场
内生动力。作为房地产调控“一城一策”试
点城市，
长沙积极探索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
举措，建立对低收入人群供应公租房、定向
限价商品住房等保障房，
对
“新市民”
提供租
赁住房，对刚需人群提供政府限价住房，对
高收入人群提供改善性住宅的分类供应体
系，确保各类住房需求都能得到保障，实现
全体居民
“住有所居”
。接下来，
长沙将进一
步按照
“稳价格、
促供应、
调结构、
严监管”
的
要求，继续保持调控方向不变、调控目标不
减、调控力度不松，持续保持长沙“房价洼
地”
比较优势，
并使之成为长沙城市竞争、
产
业聚集、人才流入的要素保障，进一步提升
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

外卖如何配送？长沙创建示范站点
今年11月将按照标准对配送站点逐一开展考核验收
本报长沙讯 外卖正在日益成为人们离
不开的线上消费种类，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外卖更是成为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
方式。外卖配送的食品安全怎么保障？7 月
15 日上午，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网络
订餐平台、各区县（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
人进行观摩学习和经验交流，并在全市其他
外卖配送站点全面启动标准化配送站点创建
活动。11 月，将按照标准要求对配送站点逐
一开展考核验收。
饿了么麓谷西中心站点共有 63 名骑手、3
位管理人员。刚进站点，入目便是蓝色展板，
站点信息、证照公示栏、健康证公示栏、站点
管理制度、站点标准化操作规范、清洁消毒指
示等内容一目了然。10 位骑手展示了每日早
上的标准流程。首先是岗前健康检查，管理
人员要询问骑手健康状况、测量体温、检查骑
手手上是否有开放性的伤口。在餐箱的清洁
与消毒环节，骑手先使用泡沫清洁剂对餐箱
由内向外进行第一次清洁，再用含氯消毒液
喷洒并封箱 10 分钟，进一步杀菌；以及数据复
返、早会训词与安全宣导。饿了么有专门制

定的骑士标准化手册，从入职流程、岗前培
训，到日常规范、操作规范及异常情况处理等
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说明。
“我们依据行业标准进行了自查，站点有
明确的分区，如物资区、消毒区等。这个站点
是我们打造的示范样板。”饿了么麓谷西中心
站点负责人胡欢介绍。
美团岳麓区金融中心站点共有 72 名骑
手。
“昨日完成单量 1884 单，上岗骑手 72 人，准
时送达率 99.62%。”美团岳麓区金融中心站站
长周科文总结道。在美团岳麓区金融中心站
点的早会中，周科文进行了数据复返。美团
要求加盟商每日需拍摄视频，拍摄视频中必
须进行日期播报，防止加盟商在拍摄视频中
有作假的行为。视频上传后会同步至后台，
有专人进行审核。
记者注意到，美团骑手有两块抹布，白色
的专门清洁内箱，
黄色的专门清洁外箱。在消
毒后，工作人员使用 atp 荧光检测仪进行检测，
数值从 16666 下降至 919 个单位，
下降率超 90%
（数值越高，
表明 ATP 的量越多，
也就意味着表
面的残留物越多，
清洁状态较差）。 记者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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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近期，海外多地疫情反复，引
发市场担忧情绪，国际金价也因此在 7 月 1 日创
下了 2011 年以来的新高。机构人士认为，今年受
疫情影响，投资者避险情绪提升，叠加全球大部
分国家维持低利率环境刺激经济恢复，黄金资产
的投资价值凸显。
公开信息显示，建信上海金 ETF 基金已于 7
月 13 日发行，该 ETF 主要投资于“上海金”，能为
投资者抓住黄金行情。同时，建信上海金 ETF 联
接也于 15 日开始发行，以满足中小投资者的黄
金配置需求。
“上海金”是近年来出现的投资新名词，它是
指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的集中定价合约，以人民
币计价。
记者陈海钧

7月15日，
美团长沙岳麓区金融中心站，
站点负责人与骑手展示餐箱消毒流程。图/实习生郑紫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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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7 月 15 日，中联重科发布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显示，1 至 6 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38 至 42 亿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7.50%至 63.03%。
中联重科表示，2020 年上半年，国内基建、新
能源等下游行业需求保持高景气，
“ 两新一重”
（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
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相关项目拓展工程机械行
业空间；混凝土泵车、塔式起重机、工程起重机等
系列 4.0 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核心产品
板块市场反馈良好。期内，公司稳健经营、严控
业务风险，高质量发展成果显著。2020 年开年，
中联重科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强化经营，稳扎
稳打取得了各项利润指标向好、收入增速明显高
于行业增速的业绩，赢得了良好、稳健的开端；随
着疫情后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旺季的到来、基建投
资力度加大，以及新基建工程的陆续发力，公司
再接再厉，上半年取得闪耀佳绩。
2020 年上半年，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的建设
施工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同时公司携手国际知
名管理咨询机构启动了“面向未来·引领 30 年”
项目，将以构建中联智慧产业城为契机，打造世
界级的
“灯塔工厂”和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样本。
行业专家表示，行业已从传统的房地产工程
项目拉动扩展为新基建、传统基建、新能源等各
类建设项目带动，随着“两新一重”建设的持续推
进，将为企业带来广阔发展空间。同时，龙头集
聚效应的凸显，也将助推中联重科这样具有战
略、品牌、技术、规模、服务优势的领先企业更好
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受预盈幅度大超预期利好刺激，中联重科股
价 15 日表现坚挺，至收盘，仍大涨 5.5%。
记者陈海钧

日产发布首款纯电动跨界车Ariya
本报长沙讯 7 月 15 日，日产旗下首款纯电
动跨界车 Ariya 全球首发，日产同时宣布进入全
新的企业转型期，将探索电动车领域，未来 18 个
月将推出 12 款新车，并希望在 2023 年以后实现
每年全球卖出 100 万辆电动车。Ariya 带来了全
新的设计语言，搭载 ProPILOT 2.0 驾驶辅助系
统，e-Padel 一体化制动跳板、日产 e-4ORCE 双
电机全轮控制技术，四驱版零百加速成绩将在 5
秒内，官方称根据日本 WLTC 循环测试标准预估
续航里程为 610 公里。按照计划，Ariya 将在 2021
年在日本率先上市，售价约为 500 万日元，同年
将引入到中国市场。
设计上，Ariya 大量保留了日产 IMx 概念车
的设计元素，使其看上去很有未来感。设计师
说，Ariay 是日产未来十年的起点，所以他们在设
计时大胆展开想象，在全新电动平台的基础上，
他们也得以抛开传统的设计束缚。
Ariya 仍然将传承日产适用于日常驾驶的舒
适性基因，配备零重力座椅。全新的电动车平
台，使用了更紧凑的电机，并将空调机组前移，扩
大了乘坐舱的空间。功能方面，搭载远程软件升
级系统和智能语音识别系统。
Ariya 提供两驱、四驱和两种电池规格，搭配
出 4 种不同版本选择。其中，有搭载前部单电机
的两驱版本，以及搭载日产 e-4ORCE 双电机全
轮控制技术的四驱版本，其前后两台电机均可独
立控制加速和刹车。电池包规格包括 63kWh 容
量和 87kWh 容量，组合起来将提供两驱长、短续
航版，
和四驱长、短续航版本。
记者毛传 实习生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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