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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针对一些城市房价出现上涨苗头，多地有针对性地出台了更加严厉的调控政策。从

区域看，调控逐渐向三四线城市扩散。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种种做法，再度释放出调控不放

松的信号，表明了政府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坚定信心——

近来多地出台楼市新政，三四线城市纷纷出台措施——

政策再加码 调控不放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有针对性地
出台了楼市调控措施。不久前，住建部
就房地产调控问题约谈多地相关负责
人。可以看出，只要有城市房价出现上
涨趋势，调控政策便密集出台。

多位专家表示，针对房价波动，从
地方政府到住建部门反应迅速，出手果
断，这一波调控措施的出台将对房地产
市场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也彰显出有
关部门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坚持房地产
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的坚
定信心。

多地再出台楼市调控措施

5 月 15 日，成都楼市调控措施落
地，调控进一步升级。新政实施后，单
身无房居民限购1套，家庭拥有2套住
房不得再在相关区域购房，新购住房取
得不动产权证3年后方可上市交易。

在成都出台调控措施的前一天，辽
宁省丹东市发布文件，宣布自发出通知
之日起取消购房补贴政策，且非本地户
籍居民在限制区域内购买新房后2年之
内不得上市交易。重点内容包括坚决防
范炒房投机行为；实施差别化商品住房
信贷政策；提高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职
工贷款购房首付比例；实行商品房销售
明码标价制度；合理调控土地供应规
模；加强房地产市场执法检查；加强政
策宣传和舆论引导。

近期出台调控措施的城市不止于成
都和丹东，不少城市楼市调控纷纷“加
码”。比如北京提出，限价房项目销售
时如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差价较大，整
体收购后转为共有产权住房。佛山市要
求，避免在夜间开盘或销售。哈尔滨提
出，对主城6区范围3年内新购的商品
住房实施限售。东莞对原限价政策进一
步升级，规定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一
经备案不得上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
为，今年以来，调控城市分布出现了变
化，2017 年调控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
市，2018 年调控逐渐向三四线城市扩
散，过去没有调控的城市逐渐加码升级
调控，比如海南全境，沈阳、长春等区
域也实行了房地产调控。

在调控措施中，采取摇号购房的城
市也越来越多。上海、南京、长沙、成
都、杭州、西安等城市出台了房源统一
摇号政策。

除了限购、限贷、限售、限号等措
施之外，多地严打房地产中介炒作行
为。5月份，北京市住建委持续加大对
违法违规中介的查处力度，严打违规炒
作“学区房”，曝光10家违规中介。海
南、成都等地也提出严格房地产中介
管理。

住建部等四部门近日发出《关于开

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
知》，要求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
房投机。

多城房地产市场过热

记者了解到，多地再度出台调控措
施，与近期一些城市楼市出现的过热现
象有关。据报道，3月份，成都某楼盘
开盘推出640套新房，近5万人通过审
核参与摇号选房，普通购房者中签几率
不足 1%；5 月初，另一个楼盘获准销
售，登记摇号人数已超过7万人，但仅
1000余套新房可供出售。

有关数据表明，一些城市房价近日
出现不同程度上涨。以3月份的数据为
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涨幅最高的
海口为2.1%，其次是秦皇岛上涨1.4%，
长春上涨1%。海口、太原、西安、哈尔
滨等地二手房环比涨幅均超过1%。

北京楼市历来备受关注。近两个
月，北京二手房交易量出现回升。我爱
我家市场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
份，北京二手房网签量创下近一年来最
高值。

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一些城市放一些城市放
宽人才落户政策被认为与最近一段时间宽人才落户政策被认为与最近一段时间
的楼市回温有一定关系的楼市回温有一定关系。。

张大伟注意到张大伟注意到，，44月份多个城市发月份多个城市发
布吸引人才政策布吸引人才政策。。从发布政策的城市从发布政策的城市
看看，，二三四线城市都有分布二三四线城市都有分布，，人才始终人才始终
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张大伟认为张大伟认为，，一线城市具有良好一线城市具有良好
的医疗的医疗、、教育教育、、待遇等条件待遇等条件，，这些都这些都
是吸引人才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吸引人才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因此，，
提供优惠购房政策成了二三线城市吸提供优惠购房政策成了二三线城市吸
引优秀人才的手段之一引优秀人才的手段之一。。不过不过，，也有也有
部分城市人口引进的门槛过低部分城市人口引进的门槛过低，，在吸在吸
引人引人才的同时，也容易吸引过多的购
房者。对于市场而言，容易引起非理

性判断。
城市为吸引人才推出优惠政策无可厚

非，但地方的人才政策有时和房地产优惠
政策挂钩。有关市场人士建议，引进人才
时应综合考虑优惠政策可能产生的效应。
对于真正的人才或许可以提供直接的居住
房源，单纯将人才推向市场可能容易带来
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

调控目标不会动摇

在地方政府频频“出手”的同时，主
管部门也在严密监控各地楼市动向。5月
9日，住建部负责人就房地产市场调控问
题约谈了成都、太原两市政府负责人。这
次约谈再次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
动摇、力度不放松。约谈指出，要认真落
实稳房价、稳租金的调控目标；要加快制
定住房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
给，抓紧调整土地和住房供应结构，大力
发展中小套型普通住房；加强资金管控，
有效降低金融杠杆，防范市场风险；大力
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加强预期管理和舆论
引导，遏制投机炒作，支持和满足群众刚
性居住需求。

与此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也约谈了

西安、海口、三亚、长春、哈尔滨、昆
明、大连、贵阳、徐州、佛山等10个
城市政府负责同志。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兼房地产首席研
究员夏磊认为，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或
是出台调控措施，或是表明坚决态度，
主要是为了避免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
小城市楼市出现过热现象。

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强调，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毫不动摇地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
不放松，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因城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确保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
总监严跃进认为，如果未来部分城市
楼市出现反弹迹象，调控政策很可能
相应加码，监管层对房地产去杠杆、
抑投机的态度很坚决，并会体现在行
动上。

因此，最近各地调控加码，主管
部门约谈及表态，都再度释放了调控
不放松的信号，表明了政府部门确保
房 地 产 市 场 平 稳 健 康 发 展 的 坚 定
信心。

本版编辑 郭存举 张 頔

银行卡被盗刷怎么办银行卡被盗刷怎么办
55 月月 1515 日日，，河北保定市民王女士连续接到河北保定市民王女士连续接到 22 条短条短

信信，，短信显示她的银行卡被异地刷了短信显示她的银行卡被异地刷了 33 次次，，共刷去近共刷去近
50005000元元。。明明银行卡在手里明明银行卡在手里，，可钱却被刷走了可钱却被刷走了。。生活生活
中中，，使用银行卡来购买商品使用银行卡来购买商品、、网银支付消费已经成为网银支付消费已经成为
人们的日常消费习惯人们的日常消费习惯。。不过不过，，银行卡盗刷案件也随之银行卡盗刷案件也随之
日益增多日益增多。。如何防范此类银行卡盗刷风险如何防范此类银行卡盗刷风险？？遇到银行遇到银行
卡被盗刷该怎么办卡被盗刷该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主持人为网友一主持人为网友一
一解答一解答。。

河南网友河南网友““我爱理财我爱理财””：：为什么会发生银行卡盗刷为什么会发生银行卡盗刷
情况情况，，银行卡是如何被盗刷的银行卡是如何被盗刷的？？

主持人主持人：：在生活中在生活中，，被盗刷银行卡的风险无处不被盗刷银行卡的风险无处不
在在，，主要的几种作案手段有主要的几种作案手段有改装改装 POSPOS 机窃取银行卡机窃取银行卡
信息信息，，随后复制银行卡随后复制银行卡盗刷盗刷；；通过木马程序以短信通过木马程序以短信
形式发送至受害人手机上形式发送至受害人手机上，，诱导受害人安装后获取诱导受害人安装后获取
受害人信息受害人信息，，盗刷银行卡盗刷银行卡；；在银行在银行 ATMATM 机上安置微机上安置微
型摄像机和型摄像机和““鸭嘴卡口鸭嘴卡口””用来窃取银行卡用户的密用来窃取银行卡用户的密
码和信息码和信息。。总之总之，，各种手段都有各种手段都有，，在生活中一定要在生活中一定要
提高警惕提高警惕，，不要泄露个人信息防止银行卡盗刷不要泄露个人信息防止银行卡盗刷。。最最
好好开通短信提醒服务开通短信提醒服务，，第一时间掌握银行卡资金第一时间掌握银行卡资金
动态动态。。

山东网友山东网友““富甲天下富甲天下””：：遇到银行卡盗刷怎么办遇到银行卡盗刷怎么办？？
主持人主持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如果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一定一定

要迅速采取以下措施要迅速采取以下措施，，将损失降到最低将损失降到最低。。
首先要冻结银行卡首先要冻结银行卡。。发现卡内异动时要第一时间发现卡内异动时要第一时间

给发卡行打电话给发卡行打电话，，告知客服该卡被盗刷了告知客服该卡被盗刷了，，要求银行要求银行
止付并申请冻结止付并申请冻结。。然后去然后去 ATMATM 机上打印凭条机上打印凭条，，这样这样
可以证明银行卡与本人在一起可以证明银行卡与本人在一起，，证明发生盗刷时银行证明发生盗刷时银行
卡与本人均在本地卡与本人均在本地，，不可能同一时间发生异地刷卡消不可能同一时间发生异地刷卡消
费费。。最后去公安机关报案最后去公安机关报案，，详述被盗刷的情况详述被盗刷的情况，，留好留好
报警回执报警回执。。完成上述步骤后完成上述步骤后，，受害者可以找银行协商受害者可以找银行协商
赔偿事宜赔偿事宜。。

湖南网友湖南网友““清风无影清风无影””：：除了找银行赔偿外除了找银行赔偿外，，还有还有
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盗刷损失什么方法可以减少盗刷损失？？

主持人主持人：：可以考虑买份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可以考虑买份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
所谓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所谓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是保障被保险人名下所是保障被保险人名下所
有银行卡有银行卡、、网银账户网银账户、、第三方账户第三方账户、、支付宝等因被他支付宝等因被他
人盗刷人盗刷、、复制而导致的资金损失复制而导致的资金损失，，以及因被他人在柜以及因被他人在柜
面及面及ATMATM机盗取及转账导致资金损失的保险产品机盗取及转账导致资金损失的保险产品。。

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财产保险公司自主注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财产保险公司自主注
册产品报告显示册产品报告显示，，很多保险公司推出了个人账户资金很多保险公司推出了个人账户资金
安全类保险产品安全类保险产品。。基本覆盖了包括银行储蓄卡基本覆盖了包括银行储蓄卡、、信用信用
卡等金融机构账户卡等金融机构账户、、第三方充值账户第三方充值账户、、支付宝支付宝、、微信微信
等网络支付账户在内的个人常用支付环境等网络支付账户在内的个人常用支付环境。。这些产品这些产品
也比较便宜也比较便宜，，只需要投保几十元就可以获得几十万元只需要投保几十元就可以获得几十万元
的保额的保额。。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彭彭 江江））

5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7 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分岗位
年平均工资情况。根据对一套表联网直
报平台16个行业门类约98.3万家规模
以上企业法人单位调查显示，2017 年
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61578元，比2016年增长7.3%。

从区域间差异看，2017 年东部地
区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 67558 元，比 2016 年增长 7.4%，
也是平均工资最高的区域。在中部、西
部和东北三个地区中，西部地区全部规
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6155 元，高于东北地区的 54028 元，
也高于中部地区的50760元。

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高于中部，一
方面是由于西部地区劳动力大量向东部
和中部地区转移，导致当地劳动供给相
对短缺，影响了基本工资水平；另一方
面，为进一步留住人才，近年来西部地
区人才的待遇和保障水平有所提高，特
别是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的津贴政策也
在不断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西部地区
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与东部地区相比少了11403元。这一差
距与 2016 年相比扩大了 1504 元。这也
说明尽管西部地区经济保持了较高增
速，但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仍然比
较大。

2017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4028元，比2016
年增长8.3%，这一增速水平明显快于其
他地区，也快于全国平均增速。2017
年，东北地区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与东部地区相比少了7550
元，这一差距与2016年基本持平。

近年来，东北地区人才外流现象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为了打破人才外流的困
局，东北三省在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都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东北地区平均工资
水平增速加快，对于更好地引进人才、留
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从各岗位区域间差异看，五类岗位
平均工资最高的区域均在东部，平均工
资分别为 153167 元、95744 元、65114
元、55734 元和 52790 元。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岗位平均工资最低的
区域为东北地区，平均工资 39872 元；
其他四类岗位平均工资最低的区域均为
中 部 ， 分 别 为 中 层 及 以 上 管 理 人 员

95044元、专业技术人员61999元、办
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6034元、生产制造
及有关人员45987元。五类岗位平均工
资在四大区域内最高与最低之比分别为
1.61、1.54、1.41、1.40以及1.15。

专家认为，信息技术产业较快发展
以及科研水平不断提高，为这一行业工
资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其工资水平较
高也说明当前这一领域的人才供给相对
短缺，对高水平人才资源的争夺更加
激烈。

2017年，采矿业的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65337元，同比增长13.7%，增
速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这与2017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采矿业行
情有所好转、行业效益有所回升密切
相关。

从各岗位企业类型之间差异看，中
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
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
活服务人员四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企
业类型均为外商投资企业，平均工资分
别为263711 元、135290 元、96665 元
和75364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
工资最高的是国有企业。

2017年，东部地区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67558元，比2016年增长7.4%，也是平均工资最高的区域

信息技术产业较快发展以及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为这一
行业工资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分岗位年平均工资情况显示——

信息技术产业平均工资较高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了2018年4月份70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一
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较上月扩大，二三线城
市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分析认为，4
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分类调控
不放松，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分别扩
大 0.4 个和 0.6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
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
分点。

同时，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分别为持平和下降0.1%。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 0.2 个和
0.1个百分点。

刘建伟介绍，70个大中城市中，15个热点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继续保持稳定。从环比看，7个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降幅在0.1个至0.2个百分点
之间；其余城市微涨，涨幅在 0.1 个至 0.5 个百分点之
间。从同比看，1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
降幅在 0.2 个至 2.2 个百分点之间；其余城市略有上涨，
涨幅在0.4个至1.1个百分点之间。

此外，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达58个。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注意到，58个城市中，涨幅超过0.5%的有38个
城市，涨幅最高的是最近市场非常关注的丹东。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下调的城市有 10 个，分别是安庆、无锡、
西宁、武汉、合肥、南京、温州、广州、福州、上海。

他还发现，最近被约谈的成都、太原、西安、海口、
三亚、长春、哈尔滨、昆明、大连、贵阳、徐州、佛山，
这12个城市也均在房价涨幅榜前列。

二手房方面，4月份，价格与上月相比有9个城市下
调，分别是厦门、成都、安庆、郑州、上海、唐山、西
宁、福州、北京。59个城市与上月相比上涨，涨幅最高
的是西安，达2.3%，天津、乌鲁木齐、丹东、太原、青
岛、三亚等城市涨幅超过1%。张大伟认为，4月、5月和
6月是房地产市场的惯例旺季，这种情况下，二三线城市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局面。总体而言，房地产调
控政策将继续让市场保持基本平稳。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发布——

调控之下楼市继续保持基本平稳
本报记者 亢 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