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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深入采访春节期间各地房地产市场发现——

返乡置业降温 楼市趋于理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返乡置业曾是推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力量，但近年来三四线城市楼市宏观调控逐步强

化，消费者对楼市未来走势持观望态度，也由此导致返乡置业热潮降温。相关专家表示，三四线城市房

地产市场逐渐趋于理性，是各地落实“因城施策、分类指导”调控政策的具体体现。城市房价平稳有利

于建立长效调控机制，进而弱化房地产业的投资属性——

春节过后，机票、酒店等纷纷开始打折——

错 峰 出 游 正 当 时
本报记者 张 雪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进一步加大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

首都或提前实施“国六标准”
本报记者 杨学聪

近日近日，，江苏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通过技术定位侵犯公江苏南京警方破获一起通过技术定位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民个人信息案。。这起案件在全国属首例这起案件在全国属首例。。这款名叫这款名叫

““APPAPP 神探神探””的软件能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实时定位的软件能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实时定位，，
成为侵犯公民隐私的新型工具成为侵犯公民隐私的新型工具。。针对这起案件针对这起案件，，本期主本期主
持人为大家普及信息保护相关常识持人为大家普及信息保护相关常识。。

问问：：用户位置信息为何被非法软件轻易获取用户位置信息为何被非法软件轻易获取？？

主持人主持人：：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定位定位””这一概念逐步从这一概念逐步从
航海航空航海航空、、测绘救灾测绘救灾、、军事国防等领域渗透到普通人的军事国防等领域渗透到普通人的
生活中生活中，，如车辆导航如车辆导航、、物流跟踪物流跟踪、、交通管理等交通管理等。。如今如今，，智智
能手机的普及能手机的普及，，使用户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面临更大风使用户在保护个人隐私方面面临更大风
险险。。从警方的初步调查看从警方的初步调查看，，这款名为这款名为““APPAPP 神探神探””的软的软
件是专门针对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开发的件是专门针对手机即时通信工具开发的。。它通过破解它通过破解
聊天应用程序的安全防护系统聊天应用程序的安全防护系统，，侵入并从中非法获取了侵入并从中非法获取了
被定位对象的经纬度信息被定位对象的经纬度信息，，从而非法获知某个人的具体从而非法获知某个人的具体
位置位置，，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问问：：新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软件有哪些危害新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软件有哪些危害？？

主持人主持人：：““APPAPP神探神探””是通过是通过QQQQ群群、、微信群微信群、、聊天室聊天室
等网上渠道销售等网上渠道销售。。针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的定位功能针对多款主流聊天工具的定位功能，，
这个软件定位的精确位置只相差这个软件定位的精确位置只相差 2020 米至米至 5050 米米。。这款这款
定位软件不光被个人非法使用定位软件不光被个人非法使用，，还成为国内还成为国内 8080 余家调余家调
查公司查公司、、讨债公司实施不法行为的帮凶讨债公司实施不法行为的帮凶，，帮其对目标人帮其对目标人
物实时定位物实时定位。。

据了解据了解，，国内多个涉黑国内多个涉黑、、涉恶团伙也在用这款定位涉恶团伙也在用这款定位
软件软件，，定位目标人物位置信息定位目标人物位置信息，，进而实施非法拘禁进而实施非法拘禁、、故意故意
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

问问：：如何保护手机如何保护手机定位定位等个人信息等个人信息？？

主持人主持人：：目前目前，，各种手机各种手机 APPAPP 在使用时在使用时，，都要获取都要获取
个人通信个人通信、、位置等信息的授权位置等信息的授权。。这些个人信息是否得到这些个人信息是否得到
各个平台安全保护各个平台安全保护，，是广大用户关心的问题是广大用户关心的问题。。很多很多
APPAPP应用软件开发原理是基于使用者所处地理位置而应用软件开发原理是基于使用者所处地理位置而
提供的增值服务提供的增值服务。。若将定位技术原理应用在很多若将定位技术原理应用在很多APPAPP
软件上软件上，，风险极大风险极大。。这对如何有效防范黑客攻击这对如何有效防范黑客攻击、、如何如何
有效保护每个有效保护每个APPAPP用户合法权益用户合法权益，，既敲响了警钟既敲响了警钟，，又提又提
出了全新挑战出了全新挑战，，应该引起监管部门应该引起监管部门、、APPAPP服务商和手机服务商和手机
用户的高度重视用户的高度重视。。从守法者的角度讲从守法者的角度讲，，网络空间不是法网络空间不是法
外之地外之地，，一言一行要负法律责任一言一行要负法律责任，，广大网民应文明守法广大网民应文明守法
上网上网，，抵制违法犯罪抵制违法犯罪，，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携手营造清朗携手营造清朗
空间空间。。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手机定位成泄露隐私帮凶

春节过后，楼市成为热议话题。春
节期间，不少人有返乡置业的打算，也有
些人想进一步观察楼市走向。那么，春
节楼市价格有何变化？返乡置业情况如
何？楼市有哪些风险需要注意？针对这
些问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和人士。

投资属性不断弱化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在房地
产界算得上“名城”。几年前，鄂尔多斯
曾因楼市低迷引起全国关注，供给过剩，
价格下降，“鬼城”“空城”等表述让人记
忆犹新。刚刚从家乡返回北京的刘女士
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回家，感觉老家鄂尔
多斯楼市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两三年
前刘女士关注的一处 180 平方米房子，
已经从总价 40 万元涨到了七八十万
元。当年犹豫没买，让刘女士直呼后
悔。新区的学区房已经高达每平方米
1万元。总体上，成交也比较活跃，刘女
士的妹妹因为置换房屋出售两套住房，
也都卖得挺顺利。

河北人边毅一直关注家乡唐山楼
市，他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两年唐山楼
市涨价不少，他住的小区从三四年前开
盘时每平方米 7000 元，到现在已经是
每平方米 16000 元左右。二手房也跟
着大形势涨了不少。但是，在边毅看来，
房价已经够高了，特别是二手房和非热
门地段，现在似乎已经“涨不动”了，还是
核心区域的房价高，保值也高。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领涨全
国楼市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热点城市，而
是三四线城市居多，甚至相当数量的县
城也有比较明显的上涨趋势。2018 年
12 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0 个中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中，价格与上年同
月相比上涨最多的城市包括西安、海
口、呼和浩特、大理、宜昌、三亚、南充、
遵义、石家庄等。涨幅居前三名的城市
是 西 安 、海 口 、呼 和 浩 特 ，分 别 上 涨
22.4%、22.1%、21%。

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承德市兴隆
县，因为高铁设站等因素，吸引了中冶、
融创、碧桂园等知名开发商入驻，房价也
一路上涨。2018 年，在北京工作的郑伟
回老家买了一套房产，她选择的花园洋
房价格每平方米 10600 元。楼盘销售顾
问小石告诉记者，他们的项目共4期，目
前正在销售的是第 1 期，从 2018 年 6 月
份开盘至今，2400多套房还剩下600多
套没卖。开盘价格为均价每平方米8800
元，期间有些起伏，但变化不大，今年农
历新年以前，由于冲业绩，价格优惠幅度
比较大。郑伟说，高铁设站的消息带火了
老家楼市，四五年间价格涨了一倍。

离成都不远的四川省蒲江县，风景
优美、物产丰富。蒲江县人小杜在成都

工作。在他印象里，2018年老家蒲江县
很多老房子拆迁，人们拿到补偿款之后
重新购买新房子，因为需求量大，楼市火
了一把，价格上涨很多。还有不少县城
周边的人，因为种植耙耙柑、“不知火”畅
销水果挣到了钱，也选择到县城买房改
善居住条件。

专家表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逐渐趋于理性，是各地落实“因城施策、
分类指导”调控政策的具体体现。城市
房价平稳还有利于建立长效调控机制，
进而弱化房地产业的投资属性。

稳房价利于促消费

位于湖北省中部江汉平原的潜江是
个县级市，老家在潜江的小阳说，潜江的
房价目前在每平方米 6000 元至 8000
元。近两年回老家，小阳经常看到新的
大型商场拔地而起，餐饮消费、娱乐场所
增加了不少。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创业的
人员，大部分人在老家都有房产，在县城
购房意愿并不强烈。

小阳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她
说，老家很多人对住房要求并不太高，近
些年老家房子涨价不太厉害，很多人并
不急于买房，他们更喜欢把钱用来吃穿
或者娱乐。

事实上，当人们存款和现金收入大
量用于购房和其他居住消费的话，会在
相当程度上抑制其他消费。国家统计局
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人均居住消
费支出 4647 元，增长 13.1%，占人均消
费支出的比重为 23.4%,仅次于食品烟
酒 28.4%的占比，而且有两位数以上的
增长。显然，居住消费占比升高的趋势
与高房价和租金上涨过快存在直接
关系。

有了钱，选择买房还是用于其他生
活消费？尽管不同家庭各有各盘算，但
是房价快速上涨，总会催人做购房决
断，只怕将来更加负担不起；同时，总
会让一些人愿意进入楼市投资，炒房现
象频出。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消费稳则经济稳。当房
价居高不下，房租快速上涨时，人们自然
腾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消费。因
此，稳房价就有利于避免因房价过高带
来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促进消费。

仍需警惕楼市风险

在广州当律师的小林过年回了汕头
老家，聊起楼市，他脱口便出的是“这两
年涨得挺厉害”，目前老家新房价格每平
方米 1.5万元至 2.5万元。不过，周边县
城和汕头市情况不太相同，行情不好，恐

怕很多开发商都不敢来了，还听说一些
小型开发企业都倒闭了。

事实上，一些三四线城市楼市在
过去一两年出现了供给过剩、房价下
降等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在 70 个
大中城市中，2018 年 12 月份，二手
住宅价格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
有所增多。三四线城市楼市风险值得
警惕。

三四线城市楼市有很大特殊性，这
些地方人口流入量不大，需求十分有
限。当有诸如高铁开通消息的时候，以
及楼市价格上涨较快，发展得比较红火
的时候，往往会吸引不少房地产开发项
目落户。但是，当经济发展有波动，地方
经济形势陷入低迷时，很可能造成购买
力贫乏，供给过剩。因此，有关部门应既
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又防止大起大落。

对地方政府而言，应该切实做好房地产
市场发展规划，控制好土地出让节奏，量

“需”为出。
长期以来，地方经济对楼市依赖明

显，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有些
地方试图通过刺激楼市拉动经济发展。

房地产市场产业链长，对经济的拉
动作用明显，然而一味依赖这一个产业，
会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由刺激带来的房
价过快上涨也会让泡沫积累越来越大。
因此，应该继续坚定地坚持“房住不炒”
定位，不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同时，即便是在规模差不多的三四
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形也不尽相
同。因此，对于楼市调控，应该坚持因城
施策、分类指导，不断夯实城市政府主体
责任。

为进一步加大机动车污染防治力度，持续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北京市将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排放标准提上了议
事日程。日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上发布了《关于北
京市实施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
并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这份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自2019年7月1日起，在
北京销售和登记注册的重型燃气车以及公交和环卫行业重
型柴油车须满足国六 b阶段标准要求；自 2020 年 1月 1日
起，在北京销售和登记注册的轻型汽油车和其余行业重型
柴油车须满足国六 b阶段标准要求。其中，轻型汽油车标
准按时间节点分步实施。

需要提醒购车者注意的是，凡在本通告规定的标准实
施日期之前已购买的（以购车发票日期为准）和已从外省市
转出迁往北京的（以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转移登记日期为准）
符合第五阶段排放标准要求的车辆，在本通告规定的标准
实施日期之后一个月内可继续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逾
期不再办理。

针对各机动车销售单位则要求提前组织安排好销售计
划，认真贯彻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落
实销售主体责任，在经营场所明示有关内容，向购车者告知
有关规定。对于在本通告规定的标准实施日期之后销售不
符合国六 b排放标准车辆的，由北京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此外，为保证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顺利实施，北京
相关部门要严格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车辆，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交通管理局不予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

相关部门此前发布的《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明确提出了第六阶段轻型汽车排
放要求和实施时间，即采用分步实施的方式，设置国六a和
国六 b 两个排放限值方案，分别于 2020 年和 2023 年实
施。但也明确提出“对大气环境管理有特殊需求的重点区
域可提前实施国六排放限值”。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和《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有关要
求，北京拟提前实施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为此，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草拟了《关于北京市实施第六阶段机动车
排放标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提前实施机动车国六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空气质
量？数据显示，国六标准与国五标准相比，排放限值更
低，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对于轻型汽油车 CO、HC、
NMHC和 NOx排放将比国五阶段降低 50%左右；重型柴
油车 NOx 将比国五阶段降低 60%以上，并增加了颗粒物
粒数 （PN） 限值要求。实施新标准将有利于提升北京机
动车排放水平，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空气质量
改善。

徐 骏作（新华社发）

春节假期刚过，在北京一家公司上
班的白领朱静就从网上预订了一款自由
行产品，计划2月21日到24日带着老人
孩子去海南三亚度假。

“春节假期我有两天时间需要值班，
再加上考虑到假期出游人多、价高，我们
索性推迟了出游时间。”错峰出游，让朱
静感觉更划算，“算下来，节省了 30%左
右的预算”。

在北京凯撒旅游一家门店，前来咨
询节后旅游的消费者数量超过了工作人
员预期。“主要还是价格有吸引力。”工作
人员朱博介绍，一款日本7日半自助旅游
产品3月初的团价为5000元出头，但同
样的产品在春节期间团价基本要翻番。

春节假期我国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
4.15 亿人次，集中出游直接拉高了出游
价格。假期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外
许多旅游目的地进入了传统淡季，机票、
酒店等纷纷开始打折，“白菜价”“抄底
价”让一些时间灵活的游客坐不住了，错
峰出游，淡季不淡。

机票是旅游支出中的“大头”，朱静
说自己在春节前关注过北京飞三亚的机

票，“基本没有折扣，起飞时间好的航班
甚至都没有经济舱，只剩头等舱和商务
舱”。现在打开几家可以预订机票的网
站发现，北京飞三亚的机票从 2月 17日
开始出现明显“跳水”，经济舱 2.5 折优
惠，只需要不到700元。

截至 2月 12日，携程旅行网数据显
示，热门旅游地往返机票价格逐步恢复
至日常价格的 3 折至 5 折水平，部分航
线报价较春节前最多下降超七成。

酒店价格同样下降明显。春节期间

到广东湛江旅游的浙江游客于新阳说，自
己预订了三晚五星级酒店，每晚平均花费
在900元左右。春节过后同一家酒店的报
价已经回落到不到600元一晚。记者注意
到，携程旅行网已在显著位置推出了错峰
酒店7折起的活动。

与此同时，旅游企业也纷纷调整了节后
旅游产品的价格。例如，春节出游热门的“昆
明、抚仙湖、西双版纳三飞2月6日跟团游”
优惠了2600元，降幅近五成。“三亚亚龙湾
喜来登双飞5日4晚自由行”错峰出游最低

2810元起，相比春节便宜近5000元。
价格吸引力让游客们行动起来。据

驴妈妈旅游网消息，截至目前，节后2月
份和 3 月份错峰游预订人次，相比去年
同期已增长约33%。其中，短线出境游、
国内长线游尤其受欢迎，海岛度假、国内
山水名胜及文化之旅、日本赏樱等是热
门主题。上海、杭州、北京、苏州、广州、
杭州、重庆、成都、无锡、天津等城市居
民，错峰出游需求相对更高。

携程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月份
10大错峰游热门目的地分别为西安、重
庆、成都、三亚、昆明、杭州、南京、厦门、
哈尔滨、珠海，其中山水名胜、文化古迹、
民族风情等内容较受青睐。此外，今年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长春、深圳、井
冈山等地也获得了游客的关注。部分一
二线城市游客搜索上述三地数量同比增
长了近五成。

专家表示，错峰出游除了价格更实
惠，还能够避开人山人海，获得更舒适的
旅游体验。老年群体、学生族，以及带薪
休假的上班族不妨合理安排出游时间，
提早计划，多加关注。

春节假期我国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4.15亿人次，集中出游直
接拉高了出游价格。假期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外许多旅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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