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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地纷纷加大力度引进人才，曾经
牢不可破的“落户”政策有所松动。再加上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
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
革的意见》正式落地实施，户籍制度迎来巨
变。在这一情况下，有声音认为，放开落户是
为了找人“接盘”房地产，楼市调控要放开
了。事实上，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全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接连重申“房住不炒”
后，这种浑水摸鱼的言论站不住脚了。

回顾2019年，全国各地积极落实城市
主体责任制，稳步推进“一城一策”试点，
房地产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实现了稳地价、
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与此同时，楼市调
控政策指向性明确，楼市降温城市不断增
多，在商品房总体成交量上行的行业背景
下，房价整体上涨态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前，各地楼市调控政策趋于稳定，政
策放松的城市和地区较少，大部分城市依然

维持调控高压。尤其是在开封、张家港两地
分别经历了政策放松“一日游”后，各地对
放松调控更为谨慎。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
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
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
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
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在此之前，部分地区也
出台了一些放宽落户和人才引进的政策。

对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相关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促进劳动
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合
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进一
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
原总经济师姚景源也表示，经济要有活力，
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很重要，不断吸纳人才
是城市发展向好的关键。对于人口老龄化比

较严重的城市，未来应更多地吸引人口，为
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2019年，直接针对楼市调控放松的政
策可谓凤毛麟角。”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
院院长张波分析说，从放松人才购房限制政
策来看，大都是提供了相应的补贴，以及降
低或取消人才购房门槛。不难看出，各地出
台人才政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政
策本身包含的内容也较多，人才购房只是其
中一部分。因此，不能将人才政策等同于调
控放松。

值得警惕的是，各地人才政策依然有诸
多值得推敲之处，一方面，各地引进人才主
要以学历或职称为标准，并非“引入对口人
才”，这一情况在二三线城市表现突出。另
一方面，不排除部分城市通过引入人才的方
式，达到调控变相放松的效果，尤其是将人
才引进门槛降得过低时，这一倾向尤为
明显。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
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表示，各城市产业发展
情况不同，所需人才也不同。例如，北京和
上海等处于产业创新阶段的城市，对研发性
人才的吸引力比较强。那些产业集群正处于
规模扩张阶段的城市，对其他类型的人才更
有吸引力。按照各自需求推动人口流动，有
助于更合理地匹配人才。

展望2020年楼市，我国将长期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
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继续稳妥实
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方案，
着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调控的体制机制。无
论房地产市场好与坏，对楼市的管控都不会
放松。

总体来看，2020年楼市调控总体将继
续保持从严从紧，调控不会放松，稳定压倒
一切。可以说，给楼市找“接盘侠”的观点
根本站不住脚。

放开落户不是为了找楼市“接盘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泰生物”）的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
杆菌）〔商品名：馨可宁（Cecolin）〕上市注册申请。

该药是首个获批的国产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由
万泰生物与厦门大学夏宁邵教授团队联合研制，具有独立
自主知识产权，可用于预防女性宫颈癌和男、女生殖器癌以
及生殖器疣。

据介绍，此次获批的馨可宁，系国内第一家申报生产的
HPV疫苗，针对HPV16、18型，其上市打破了我国HPV疫
苗依赖进口的局面。

从价格上看，馨可宁的定价为每支329元，适用于9岁
至45岁女性。其中，9岁至14岁女性仅需接种2针，15岁
至45岁女性需接种3针。经济日报记者从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获悉，目前进口二价疫苗价格约为每针600元，
完整接种3针需花费1800元左右，但馨可宁接种2针的费
用为658元，接种3针的费用为987元，更具价格优势。

从效果上看，馨可宁在产品安全性、有效性、持久性等
方面与进口疫苗相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馨可宁的三期
临床试验在国内5个省份7372名健康女性中完成，结果显
示，在预防癌前病变、预防HPV持续感染这两个关键效果
指标上，馨可宁对相应的高度癌前病变的保护率为100%，
对HPV持续性感染的保护率为97.8%，在试验期间未发生
与疫苗接种相关的非预期不良反应和严重不良事件。

免疫效果相近，为什么馨可宁的价格比进口产品便宜
这么多？夏宁邵教授团队表示，馨可宁基于独创的大肠杆
菌原核表达类病毒颗粒疫苗产业技术体系研发而成，这一
体系工艺稳定、产能高且生产成本较低。

业内人士指出，馨可宁获批上市，不仅推动了我国医药
产品自主创新进程，更将进一步满足国内外公众用药需求，
产生可观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国产HPV疫苗投产后，将在
价格和产量上取得明显优势，对于推动疫苗普及、提高接种
率起到良好作用，也为将来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奠
定了基础。

新年伊始，A股市场迎来解禁高峰，仅1月份单月解
禁规模就超过6800亿元。有机构预计，2020年全年，A
股解禁规模将达到3.5万亿元。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2020年1月份是A
股解禁高峰月，全年则有近3.5万亿元的解禁规模，主要
集中在通信、电子、轻工、计算机、医药、金融等领域。
考虑到一些个股估值水平不算太高，总体而言对A股形
成的扰动影响或将小于上期峰值。但是，对一些当前股价
大幅高于解禁股东持有价的上市公司，以及严重亏损股东
套现意愿强烈的个股，投资者仍需保持谨慎。

在招商银行分析师朱肖炜看来，1月份解禁规模的节
奏呈现逐步攀升态势，下半月解禁规模将会显著高于上半
月。因此，需要注意本月下旬大规模解禁可能带来的供给
冲击。朱肖炜表示，本月多空因素交织，短期股市或以震
荡态势运行。

“以史为鉴，A股大量解禁对市场影响有限。”海通证券
分析师荀玉根表示，不必过于担忧1月份产业资本持有A
股到期解禁高峰期影响春季行情。首先，解禁不等于减
持。解禁额并不代表产业资本减持额，还要考虑限售股解
禁后减持的约束比例及市场行情对产业资本增减持的影
响。其次，减持意愿与行情及估值高低有关。从历史上看，
市场底部及估值底部附近产业资本往往表现为净增持，但
在市场行情持续回暖时，产业资本往往表现为净减持。

那么，大非（大规模的限售流通股）和小非（小规模
的限售流通股）哪个更被业内担忧？从以往限售股解禁后
的实际减持情况看，小非是最主要的减持主体。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认为，出于对公司控
股权、为后续融资提供有利股价等因素考虑，大股东在限
售期满之时往往不会大量减持。小非作为短期投资者，对
投资收益和流动性风险的关注度更高，在限售期满时往往
会选择将收益套现。

“具体到解禁个股，需要仔细甄别风险与机会。如果
上市公司业绩下滑或价值明显被高估，限售股解禁后遭到
大股东套现减持的可能性较大。具有明显浮盈的定增个股
在解禁后参与机构减持的动力较大。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对
股价形成负面冲击，需防范风险。”北京地区一家券商研
究所负责人说。

1月份解禁规模超6800亿元——

A股迎来解禁高峰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打破进口依赖

国产HPV疫苗
获批上市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徐 俊作（新华社发）

扶持政策加快落地，生猪出栏实现止跌回升——

全国猪肉供需矛盾持续缓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居民“菜篮子”无小事，特别是

作为中国百姓餐桌上的主角，猪肉

价格更是时刻牵动着人们的心。

目前，随着生猪生产加快恢复，

当前生猪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

速，猪肉供需矛盾持续缓解。

未来，随着更多扶持政策落地，

生猪生产供应将更有保障。专家表

示，一些养猪场户前期压栏的肥猪

开始集中出栏上市，加上商业储备、

政府储备和增加进口的猪肉会陆续

投放，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供需总体

平稳——

猪肉是城乡居民的重要“菜篮子”产
品，如何加快恢复生猪生产，怎样保障猪肉
市场供应，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

春节将至，生猪生产恢复情况如何？节
日猪肉供应有保障吗？在农业农村部1月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于康震表示，随着生产加快恢复，当前生猪
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猪肉供需矛盾
持续缓解，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供需总体
平稳。

更多扶持举措加快落地

如何破除此前养殖户面临的不敢养、不
能养、不让养难题？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局长杨振海表示，近期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
施，政策含金量之高多年来少有。“在基层
调研时，养猪场户都表示对扶持政策非常满
意。目前，各地正在扎实落实各项政策，并
取得了明显进展。”杨振海说。

首先，加大生猪生产财政补贴力度。中
央财政2019年新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7亿元，以及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资金
2.2亿元，已经拨付到县。截至目前，各地
已落实种猪场和规模猪场贷款贴息资金4亿
元左右，适用于生猪生产的农机购置补助机
具品种目录扩大到22个，涉及自动饲喂、
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四类，已
使用补贴资金1.8亿元，支持7.2万个养猪
场户购置机具7.6万台。

其次，加大信贷保险支持力度。据银保
监部门初步统计，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
生猪养殖业贷款余额1980亿元，保险业共
承保能繁母猪 1885 万头，育肥猪近 3亿
头。辽宁、广东等省份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
体抵押贷款，广东肇庆市开展了首批4000
头活猪抵押贷款，银行授信3000万元，首
批贷款500万元。

“有钱养”还要“有地养、运得出”。为
进一步规范禁养区管理，生态环境部、农业
农村部指导各地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
并派出20个工作组赴200个生猪养殖大县
开展集中督导，所有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禁
养区将全部清理纠正。

此外，据交通运输部门初步统计，
2019年9月份至11月份，全国共减免仔猪
及冷鲜猪肉运输车辆通行费2.3亿元，受益
车辆107.8万辆次。

据介绍，针对用地难、环评难等问题，
农业农村部协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
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进一步完善了设施农业
用地政策。多部门明确了利用林地发展生猪
养殖政策，启动环评告知承诺制试点。暂停
执行动物饲养场选址距离规定，由各地根据
风险评估确认选址。

生猪生产恢复势头良好

做好猪肉保供稳价工作，最根本的是要
恢复生猪生产。数据显示，生猪基础产能正
持续恢复。2019年12月份，全国能繁母猪
存栏环比增长 2.2%，连续 3 个月环比增
长。12月份猪饲料产量环比增长2%，连续
4 个月增长。其中，母猪饲料大幅增长
10%，说明全国生猪基础产能在积极恢复。

农业农村部监测表明，规模猪场的产能
恢复更快。2019年 12月份，全国年出栏
5000头以上规模猪场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
环比分别增长2.7%和3.4%，均连续4个月
增长，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幅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前期生产恢复较早的东北、西北和黄
淮海地区生猪产能进一步释放。12月份，
内蒙古、黑龙江、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
等省份生猪出栏环比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于康震表示，从生产供应看，生猪生产
继续保持恢复发展的良好势头。一些养猪场
户前期压栏的肥猪开始集中出栏上市。春节
前，肥猪上市供应量大幅增加。监测数据显
示，2019年12月份生猪出栏比11月份增
长14.1%，与8月份至11月份生猪出栏持续
下降的情况完全不同。从消费监测数据看，
12月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环比增长
11.7%。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猪肉
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12月份出栏肥猪的重量明显增加，表
明目前压栏的大猪偏多，春节前这些大猪都
将逐步出栏。加上商业储备、政府储备和进
口增加的猪肉都会陆续投放，预计春节期间
猪肉供需总体平稳。同时，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加强了屠宰环节肉品质量的安全监管，严
厉打击屠宰病死猪、注水注药、私屠滥宰等
违法违规行为，要让老百姓能放心吃。”于
康震说。

据介绍，2019年以来，牛羊、家禽养
殖效益较好，养殖场户生产积极性非常

高，牛羊肉、禽肉、鸡蛋和牛奶生产全面
增长。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19年全年禽
肉产量增幅在 15%以上，增产约 300 万
吨 。 其 中 ， 全 年 肉 鸡 出 栏 同 比 增 长
13.2%。同时，牛羊肉产量增长3%左右，
鸡蛋产量增长5.7%，牛奶产量增长5.7%，
增幅都显著高于近5年来的平均水平。于
康震表示，总的来看，牛羊肉、禽肉、禽
蛋、牛奶市场供应十分充足，既可一定程
度上填补猪肉供应缺口，又能丰富老百姓
的“菜篮子”，改善膳食结构。

确保舌尖上的肉品安全

数据显示，从2018年8月份我国确诊
发生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全国共报告
发生162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120万头染
疫生猪。目前，全国还有云南省1起疫情尚
未解除封锁，其余30个省份的疫区已全部
解除封锁。2019年，全国共报告发生63起
非洲猪瘟疫情，扑杀生猪39万头，除4月
份之外，其他11个月的疫情发生数都保持
在个位数。与此同时，全球非洲猪瘟疫情形
势严峻，2019年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发生
了14600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要认识到，我国非洲猪瘟病毒已经形
成了较大污染面，预计疫情将来还会呈点状
发生，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各项
政策措施落地之后，疫病防控可能成为制约
生猪生产恢复发展的最大风险因素。”于康
震说，冬春季节本来就是动物疫病高发季
节，随着大寒节气即将到来，各地生猪生产
加快恢复发展，春节前生猪调运增多，疫情
发生风险将有所增高。尤其是北方地区，气
温普遍下降到冰点以下，如果消毒等措施落
实不到位，疫情发生的风险会更高。

针对非洲猪瘟防控的严峻复杂形势，近
期农业农村部在持续强化监测、排查、报
告、处置等工作基础上，面向全国所有养殖
场户和动物防疫人员举办了非洲猪瘟防控和
复养技术大讲堂，组织各地开展“大场带小
户”技术培训，提高防控能力。同时，将根
据防控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优化非洲猪瘟疫
情处置方案，努力降低疫情传播和发生的风
险，确保疫情不反弹，为生猪生产恢复发展
保驾护航。

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生猪屠宰环节大检查。杨振
海说，大检查实现了对所有生猪屠宰企业全
覆盖，不留死角。根据屠宰企业生产规模的
大小，由省、市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检
查。首先，紧盯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和官
方兽医派驻两项制度的落实情况，确保屠宰
企业按照“批批检、全覆盖”要求开展非洲
猪瘟检测，降低非洲猪瘟通过屠宰环节扩散
风险。其次，紧盯屠宰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落实，确保屠宰企业严格开展肉品品质检
验，强化待宰管理，保障上市生猪产品质量
安全。此外，紧盯屠宰企业库存产品，严防
屠宰企业储存不合格产品，防范食品安全
风险。

临近春节，生猪产品消费进入高峰期，
不法分子私屠滥宰加工病死猪等违法行为易
发多发。对此，于康震表示，农业农村、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将紧盯重点时间节点、
重点地区，加大对养殖、运输、屠宰、加
工、经营等生猪产品全链条检查力度，严查
重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肉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