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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批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名单有望在

本月26日前推出，大多数人手里的新能源指标不会面临过期风险

从目前来看，补贴政策退坡的成本，由消费者来承担的只有很少一

部分，主要还是生产厂家在承担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如 何 才 能 摁 住“ 地 王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这波冷空气为何任性这波冷空气为何任性

2017年第一批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仅39家企业的185款车型入围——

有 车 没 法 卖 究 竟 咋 回 事
本报记者 杨忠阳

针对北京新能源汽车全面停售，部分
指标即将过期作废的传言，近日记者走访
了北汽新能源、比亚迪、吉利、奇瑞等多家
4S 店，发现确有部分厂家停售新能源汽
车，但并非全部车型都停止销售。

在北汽新能源庞大来广营店，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新能源车辆依然在
售，只不过由于新能源汽车《目录》正在重
审，车管所不能办理上牌。他们得到的消
息是，本月24日之前，《目录》就将重审完
毕，到时车主就可以正常购车上牌。来广
营比亚迪环耀 4S 店销售顾问许晨杰表
示，目前店内新能源汽车销售正常，“店里
已接到车管所通知，消费者购车上牌问题
也已解决。”许晨杰说。

受工信部委托，今年 1 月 8 日，中机
车辆技术服务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申报工
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16 年发布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第
1 批至第 5 批需重新核定。据统计，2016
年前五批《目录》大致涉及新能源汽车企
业235家，总共2193款车型。

尽管目前工信部已发布了《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17 年第 1
批），但只有 39 家企业的 185 款车型入
围，这与此前的五批《目录》相比，车型不
足其十分之一。大批尚未进入《目录》的
车型，即便售出，车管所也不会给上牌，因
此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选择停售。

此外，与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直接参
照国家“大目录”不同，北京市还会根据实
际情况在国家大目录基础上再出一份“小
目录”，无论买车上牌还是享受补贴，北京
的消费者都要依据当地的“小目录”。由

于北京市经信委制定的小目录还没有出
台，还不确定哪些车可以享受补贴，企业
和经销商自然也不敢贸然卖车。

事实上，就社会关注的“目录”问题，
北京市经信委已于近日表态，目前正在加
紧组织收集企业申报材料，2017 年第 1
批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生产企业和产品
名单有望在本月26日前推出。

对于手持指标想买车的人而言，眼下
最大的担忧就是“停售”会不会让自己手
里的指标过期？多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

大多数人手里的新能源指标不会面临过
期风险，毕竟北京市很快就会发布新的

“小目录”。指标在公布前到期的，可以办
理指标延期，或者重新申请，中签几率还
是比较高的。

不过，根据最新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2017年国补按照计划退坡20%，地补
不高于国补的 50%。但此前地补是按照
国补1∶1的比例配套，这实际上意味着电
动汽车总补贴降幅高达 40%以上。为应
对补贴大幅下降，有不少车企选择自掏腰
包弥补消费者。

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部分车型价格
有所上涨。如扣除各种补贴后，北汽新能
源 2017 版 EU260 乐享版售价 14.99 万
元，较 2016 款上涨 3000 元；比亚迪 E5、
秦 EV300 以及 E6 每款车型均涨了 1 万
元左右。

“从目前来看，补贴政策退坡的成本，
由消费者来承担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主要
还是生产厂家在承担。”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表示，生产厂家应通过
技术不断进步，产销规模增大，生产效率
提高来化解补贴退坡主要成本。

虽然已过立春虽然已过立春，，但最近的天气仍旧让人感到但最近的天气仍旧让人感到““乍暖乍暖
还寒还寒””。。受强冷空气影响受强冷空气影响，，22 月月 2020 日起我国中东部地日起我国中东部地
区出现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区出现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雪，，
气温大幅下降气温大幅下降。。中央气象台先后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中央气象台先后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
暴雪黄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这波冷空气为何如此任性这波冷空气为何如此任性？？

北京网友慢慢北京网友慢慢：：什么原因造成此次大范围的降温什么原因造成此次大范围的降温
雨雪天气过程雨雪天气过程？？

主持人主持人：：这次大范围的寒潮天气是由两股冷空气这次大范围的寒潮天气是由两股冷空气
前后前后““合作合作””所致所致。。第一股冷空气来源于蒙古高原第一股冷空气来源于蒙古高原，，强强
度较强度较强，，从从 1919 日开始自北向南影响我国长江以北地日开始自北向南影响我国长江以北地
区区，，将之前偏高的气温拉回到将之前偏高的气温拉回到 00℃℃上下上下。。受冷空气影受冷空气影
响响，，1919 日北京出现蓝天并有大风日北京出现蓝天并有大风，，在东北地区包括黑在东北地区包括黑
龙江南部龙江南部、、吉林吉林、、辽宁东部等地则出现了中到大雪辽宁东部等地则出现了中到大雪。。这这
股冷空气将于股冷空气将于2121日趋于结束日趋于结束，，并为接下来的降雪创造并为接下来的降雪创造
有利的气温条件有利的气温条件。。

第二股冷空气来自于新疆盆地第二股冷空气来自于新疆盆地，，强度较弱强度较弱，，但将自但将自
西向东西向东““横扫横扫””我国我国。。2020 日起日起，，这股冷空气已到达青这股冷空气已到达青
海海、、甘肃一带甘肃一带，，接下来将与南方的暖湿气流交汇接下来将与南方的暖湿气流交汇。。整个整个
中东部地区经历降温的同时中东部地区经历降温的同时，，也即将迎来雨雪天气也即将迎来雨雪天气。。

甘肃网友双子座甘肃网友双子座：：都立春了都立春了，，为何还会出现寒潮和为何还会出现寒潮和
暴雪暴雪？？难道难道要过一个要过一个““假春天假春天””？？

主持人主持人：：每年立春节气之后每年立春节气之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
温开始缓慢回升温开始缓慢回升，，在气象学上在气象学上，，连续连续55天日平均气温高天日平均气温高
于于 1010℃℃，，就达到了春季的标准就达到了春季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现在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冬季现在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冬季。。

提起寒潮提起寒潮，，人们大多会认为它属于秋天和冬天人们大多会认为它属于秋天和冬天，，但但
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秋季是寒潮频发的季节秋季是寒潮频发的季节，，春季其春季其
次次，，冬季最少冬季最少。。根据气象科学定义根据气象科学定义，，冬季天气寒冷冬季天气寒冷，，基基
础温度低础温度低，，受冷空气来临造成的降温反而十分有限受冷空气来临造成的降温反而十分有限。。
由于初春时节冷暖空气比较活跃由于初春时节冷暖空气比较活跃，，水汽条件好水汽条件好，，此时出此时出
现的大雪或暴雪的几率甚至比隆冬时节要大现的大雪或暴雪的几率甚至比隆冬时节要大。。

浙江网友火烧云浙江网友火烧云：：是否正经历传说中的是否正经历传说中的““倒春倒春
寒寒””？？这波这波““说来就来说来就来””的降雪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降雪会产生什么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有些年份有些年份，，南方地区南方地区22月下旬就进入了春月下旬就进入了春
天天，，但在天气回暖过程中但在天气回暖过程中，，经常会有冷空气的侵入经常会有冷空气的侵入，，北北
方的冷空气与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相遇方的冷空气与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相遇，，从而出现春从而出现春
季连阴雨季连阴雨，，气温明显降低气温明显降低，，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倒春倒春
寒寒””。。此次天气过程属于阶段性低温此次天气过程属于阶段性低温，，严格来说不能称严格来说不能称
为为““倒春寒倒春寒””。。

这波降雪将会对我国大部分地区产生一定影响这波降雪将会对我国大部分地区产生一定影响。。
在农业方面在农业方面，，今年北方地区没有出现过范围大且强度今年北方地区没有出现过范围大且强度
强的降雪强的降雪，，此次降雪对于缓解北方地区干旱起到了促此次降雪对于缓解北方地区干旱起到了促
进作用进作用。。但大风降温对设施农业生产和南方油菜但大风降温对设施农业生产和南方油菜、、露露
地蔬菜及经济林果等生长将有不利影响地蔬菜及经济林果等生长将有不利影响，，各地需及时各地需及时
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在交通出行方面在交通出行方面，，雨雪天气会雨雪天气会
导致道路结冰导致道路结冰，，因此开车的朋友需注意减速慢行因此开车的朋友需注意减速慢行。。

对人体来说对人体来说，，中东部地区的降雪将有利于净化空中东部地区的降雪将有利于净化空
气气，，使人们暂时告别重污染天气使人们暂时告别重污染天气。。但大风降温容易引但大风降温容易引
起感冒起感冒。。因此因此，，公众在外出时需注意采取保暖措施公众在外出时需注意采取保暖措施。。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杜杜 芳芳））

编者按 房地产市场，历来是舆论焦点和民众关注的重中之重。2016年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长效机

制”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长效机制”是什么，怎么建，一直未有

定论。同时，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看法也趁机泛滥。为正本清源、凝聚共识，本版即日

起推出“求解房地产长效机制”系列报道，敬请广大读者垂注。

求解房地产长效机制系列报道之一

春节后，房价又一次吸引了公众眼
球。有媒体称，去年房价涨幅首位的合
肥部分地区大幅下降，其他热点二线城
市也不同程度“回调”。这让不少人长长
地松了口气：“房价终于给摁住了！”

但一些信息也显露出了不同的迹
象。开年后各地继续开始土地竞拍，在
屡屡触及最高限价后均改用其他方式确
定买家。这说明，土地市场依然火爆，只
不过这次是“地王”被摁住了！

强令执行的行政手段能长期管用
吗？“地王”频现的制度根源怎么消除？

“面粉”和“面包”如何不相互推涨？现
在，房价暂时停涨或许正给我们提供一
个有利时机，是时候快马加鞭推进改革，
构建房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了。

行政手段只是短期行为

2 月 14 日，南京迎来了春节后的首
场土地拍卖，经激烈争夺，其中 5 幅地块
超过最高限价，摇号决定最终买家。次
日，其中一个地块以 98 亿元的价格，成
为南京总价地王。这一天厦门也进行了
开年后的土地市场首拍。其中一个地块
开拍不到半小时，报价已达最高限价，最
终以竞配建决定买家。

南京和厦门两地土地市场火爆至少
反映了一个现象，就是房地产企业在热点
城市拿地的热情仍然高涨。去年在一二
线城市有项目的企业普遍大赚，房子卖完
后，资金充足了，就产生了补库存的需要。

在去年一二线城市房市大涨后，各
地陆续出台了多项限购限贷措施。春节
后，政策又进一步收紧，北京市银行业自
律协会的公约要求，房贷利率最多只可
打 9 折，二套房贷款不得超过 25 年。天
津、广州、青岛、杭州、大连、珠海也陆续
传出房贷政策收紧的消息。

近日，中国基金业协会明确资管计
划不得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或补充流动资
金，且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各类机构发放
首付贷。在此之前，证券交易所也明确，
重点调控城市竞拍地王的房地产企业将
禁止发行公司债，发债募集资金不得用
于购置土地。

种种迹象表明，在市场的非常时期，
行政手段实属必要。但行政措施只可用
于短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而言，只
要需求还真实存在，没有通过其他方式
满足，或迟或早终会爆发出来。

土地供应出现倒挂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
是，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大城市尤其是
特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大，房屋需求旺盛，

中小城市人口减少，房屋需求不足。雪
上加霜的是，近年来大城市尤其是特大
城市土地供应相对不足，但大举供地的
往往是需求不足的中小城镇。如去年北
京土地市场共有 44 宗地块成交，同比减
少66宗，其中住宅类用地仅有15宗。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自2000年
以来，各地普遍经历了城市摊大饼式的
发展浪潮，粗放式发展造成了土地供应
紧张的局面。为此，近年来节约集约用
地已成共识。

今年年初，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就曾
表示，将每年减少城乡建设用地存量 30
平方公里，减到 30 平方公里以上的才是
当年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杭州市国土
资源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20 年杭州市
中心城区规划面积 400 平方公里，但到
2014 年底，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已经
达到 385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85平方米，剩余空间有限。

但也有一些城市却库存高企，房价
地价都呈跌势。比如沈阳，作为省会城
市，去年房价一直温和甚至微跌。辽宁
省铁岭市的铁岭新城有大量土地资源，
但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土地成交了。

从全国而言，新增建设用地呈现越
来越少的趋势。近日，国土资源部发布
的 2016 年国土资源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土地出让面积 20.82 万公顷，同比下降
5.9%，其中房地产用地 10.75 万公顷，同
比下降10.3%。

有人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热点城
市要加大土地供应，才能实现供需平
衡。但一味增加供应，显然不具备现实
可操作性。解决之道，还要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做文章。

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从土地供给改革的角度看，城镇低
效用地盘活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
空间都很大。

数据显示，2016 年土地供应中，存
量建设用地超六成。其中，城镇工矿用
地空间很大。通过改革，完善这些低效
用地的再开发激励机制，可加快这些土
地的供应并实现城市升级改造。

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少工厂现在处
于城市中心位置，伴随产业转型升级，有
些工厂实际上可以转为他用。近日国土
资源部门明确，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鼓
励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自主、联合、
转让等多种方式对其使用的国有建设用
地实行改造开发。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空间更大。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尚不能上市交易，城
市居民购买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是小产
权房，属于违规。

去年 9 月份，国土资源部召开进一
步统筹协调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
试点会议，决定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改革扩大到现有 33 个试点地

区，宅基地制度改革仍维持在原 15 个试
点地区。如这些改革有突破，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将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提
供更多的空间。

另外，土地招拍挂制度有待进一步
改革。2004 年 8 月份以后，我国规定所
有国有土地出让必须经过招拍挂。客观
地说，此举对于防止腐败，保证公平竞
争，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地
方财政收入提高作用很大。但在价高者
得的游戏规则下，客观上理性的企业很
难拿到地，只有胆子大的企业才能获得
土地，导致地价越来越高。

目前，各地均出台了不少招拍挂制
度的改进措施，如到达限价后看物业自
持、配套建设情况、中小户型供应情况
等，这一领域还有很大改革空间。

此外，在土地一级市场由政府提供
的情况下，在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的情
况下，容易助长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
的依赖。有分析认为，增值税改革后，地
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和新一轮基建支出
增加存在矛盾，使得近年来一些地方政
府对土地财政依赖性提高。要解决这一
问题，需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使地
方政府财权和事权能够相互匹配。

地票制度是重庆市通过制度设计统
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破解城乡建设用
地双增长的一大改革试验。所谓“地
票”，是指土地权利人自愿将其建设用地
按规定复垦为合格的耕地等农用地后，
减少建设用地形成在农村土地交易所交
易的建设用地指标。

根据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提供的最
新数据，截至2017年1月末，重庆市累计
交易地票20.2万亩，成交均价稳定在20
万元每亩左右。近年来，重庆有超过 13
万户转户进城的居民自愿提出退出宅基
地，户均获得10万元左右的地票收益。

地票改革在重庆历时8年，取得了很
大成效。除了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业人口转移外，还建立起
统筹城乡发展的市场化通道，探索建立

了用地指标市场化配置机制。
据介绍，在重庆已交易的地票中，

70%以上来源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
这两个区域在重庆全市发展中承担着生
态涵养和生态保护功能，发展导向是引
导超载人口转移，实现“面上保护、点上
开发”。地票的使用，95%以上落在了承
担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都市功能区及
城市发展新区。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市场引导形成的这种土地资源
配置格局，符合“产业跟着功能定位走、
人口跟着产业走、建设用地跟着人口和
产业走”的区域功能开发理念，有利于推
进区域发展差异化、资源利用最优化和
整体功能最大化。地票落地充分考虑了
市场意愿，提高了城镇规划实施效率。

重庆：小小地票大有“功劳”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体卫司司长、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透露，截
至目前，我国已认定 13381 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69 个
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在进一步优化布局的基础上，今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争取提前完成建设 2 万所的任务，
到2025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达到5万所。

“按照每所学校 1000 名学生计算，到 2025 年，我国
将拥有 5000 万名接受过足球培训、参加过比赛的适龄
学生。”王登峰表示，这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的足球人口基
数，增加从中选拔出优秀人才的几率。

根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教育部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去年在提高普及水平、深化教学
改革、完善竞赛体系、提高师资水平和营造良好氛围等方
面做了大量强化工作。

在紧缺的师资方面，全国培训了 1.6 万余名中小学
校长、体育教师、教练员、裁判员、教研员，并聘请 115 名
高水平外籍足球教师到国内中小学校任教。在中法、中
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下，660 名校园足球教练员分赴
法国和英国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

王登峰表示，2017 年还计划培训 3000 名校园足球
教练员，未来将实现为每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培养 1 名
到 2 名持有 D 级或以上教练员等级证书的校园足球教
师、教练员的目标。

为选拔优秀选手，2016年，完成了20项校园足球高
中和高校联赛，比赛场次 952 场，近 7500 名高中生和大
学生参与。由10个省份承办了14个营区的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夏令营分营活动和 3 个总营活动，来自全国
1730 所中小学的 5284 名足球运动员和 2010 名教练员
参加了活动。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全国将修缮、改造和新建
60000 块足球场地，其中校园足球场地 40000 块。王登
峰还透露，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制定出台了校园
运动场地向社会开放的相关政策文件，近期即将对外公
布。文件要求校园运动场所在满足教学需求和安全的前
提下，有序向社会开放，这就意味着很快校园足球场要向
社会开放，全社会都能共享校园足球建设的成果。

115名高水平外教来了

校园足球有了国际范
本报记者 佘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