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的“春天”不能只看热度

天气转暖已有多时，有人却
说，楼市的春天才刚刚开始。就在３
月30日下午，五部委发布通知，二套
房商贷首付降至四成，二手房营业
税免征年限从满五年降为满两年。

消息一出，似乎所有的风头都
被房价是涨是跌的激辩抢去了，看
多者与看空者各执一词。都说实践
出真知，尤其这市场上的事，政策
能够取得怎样的效果，最终还得在
市场上检验一番。不过，就目前来
看，楼市量价齐升似乎成了大概率

事件，但即便如此，也未必就能算
作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应该承认的是，在这场有关房
价涨跌的讨论中，看多者略占上
风，主要在于他们的观点，与政策
释放的信号更加吻合。其实在这次
五部委下发通知之前，国管公积金
中心就已放宽贷款额度，国土部和
住建部更表态将接盘过剩的存量房
作为保障房。此次降低二套房首付比
例，增强了居民的购买力，降低营业
税免征年限，则是降低交易成本、扩
大供给。按照这个逻辑，从中不难看
出政府的“救市”决心，受此影响，楼
市很有可能在成交量上实现回升，一
改过去一段时间的萎靡状态。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
人说看到了楼市的“春天”，这实际
上是把成交量的多少，看做房地产

业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准。但别忘
了，楼市的火爆说不定恰恰是在堆
砌泡沫，很有可能为危机埋下伏
笔。就拿此次调整来说，营业税免
征年限的降低，确实减轻了交易成
本，二套房首付比例降低，也给改
善性需求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
面，这也缩短了个人投资房地产的
周期，降低了投资所需的现金门
槛，如果成交量中包含了过多的投
资或者投机成分，甚至“买涨不买
跌”的心理推动房价飙升，多年调
控的成果也都付诸东流了。

几年之前，全国很多城市都曾
处于楼市量价齐升的状态，但最后
留下了多少鬼城，又有多少价格骤
降的楼盘遭遇了业主的打砸？所以
说，市场升温的热风未必就能吹来
了楼市的“春天”。只有整体上实现

供求相对平衡，使房价在较为平稳
的区间内浮动，让这个行业有持续
发展的动力，我们才敢说楼市的

“春天”到了。就目前来看，主流的
观点在商品房供过于求方面是有
共识的，最近一年多成交量的下滑
也从侧面验证了确实存在“有价无
市”情况。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
还是该给市场更多的时间，去逐步
消化虚高的房价。

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货币政
策的调整，都有两面性，而民众期
待的当然是利大于弊的结果。在多
部委相继出台楼市新政之后，民众
盼望楼市也能呈现一个新常态，那
就是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能够
得到更多的重视，老百姓在满足居
住需求的同时也能减轻一下肩上
的成本压力。

市场升温的热风未必就能吹来了楼市的“春天”。只有整体上实现供求相对平衡，使房价在较为

平稳的区间内浮动，让这个行业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才敢说楼市的“春天”到了。

□吉祥

早些年，出国是个稀罕事。难得
出趟国的人回来后，总会概括出几句

“箴言”，让我等只能梦里想着外国月
亮有多圆的人好一阵不明觉厉。国外
大学没围墙便是箴言之一，想想哈佛
等一众世界名校竟然不设防，而我们
随便哪个大学不仅名气没人家大，还
裹得严严实实，俗气点说，真有丑人
多作怪的嫌疑。稍一延伸，又似乎可
以此证明国内高校缺乏开放包容的
精神。

这些年，名校游成为时尚。尽管
北大、清华等名校围墙依旧，但想进
去看看也不是难事，毕竟不用花钱买
门票，围墙也就成了虚设，中外大学
围墙差别论慢慢就消失了。直到这个
春天，樱花又一次烂漫武汉大学。墙
里开花墙外香，游人如织，好不热闹。
如果是一个景区，武大看着如潮的游
人绝对心里打着算盘偷着乐，可终归
它是一个高校。当游人涌来，武大也
曾努力地维持高校的矜持，套用一句
官话就是：安排人力物力，为游客营
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然而，
很快武大就发现，不仅围墙发挥不了
作用，就是收取低廉的门票也白搭
了。于是，跟众多习见的“无良商家”
一样，武大的门票从10元涨到了20元。

一花一世界，可惜花开不多时。在
樱花短短的十天花期里，墙里的人未必
想出来，但墙外的人真的很想进去啊。
此时，各方批评来袭，舆论再一次搬出

“围墙论”。大意是，老百姓纳税养着高
校，想进来看看，你们还设岗收费，好不
地道。懂点管理的，骂武大提高门票限
流是懒政思维，还是应该学学国外高
校，采取诸如预约参观制等方法。喝了
点洋墨水的，则又一次请出哈佛大学这

尊大神，批武大不包容，不开放。
到底何谓大学精神？大学又该如

何开放、包容？北大先校长蔡元培有
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老校
长梅贻琦则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
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者
陈寅恪没干过大学校长，但他怀念亡
友王国维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也被众多象牙塔里的人奉
为圭臬。可见，作为高等教育研究机
构的大学，首要之目的在于延揽名
师，塑造包容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
以成学术重镇，培养国之栋梁。所谓
开放，乃是大学对各种文明的开放；
所谓包容，乃是大学对各类人才各种
学问的包容；所谓独立，乃是大学要
与熙熙攘攘的社会有所距离。以此观
之，作为民族精神与人类文明传承者
的大学，其内核应该是矜持的，甚至
是略带保守的。

近些年，我们总是批评大学越来
越不像大学，一个依据便是大学沾染
了太多的“社会病”——— 官僚气、名利
气、铜臭气盛行于校园。武大收取门
票，外界很快震怒，质疑收费依据与
去路，要求公开明细。武大则吐露苦
衷，樱花年年开，“樱花劫”年年来，游
客大声喧哗、乱扔垃圾，乱折花枝，不
仅影响了师生学习，还大大增加了管
理维护成本。双方似乎都有理，各打
五十大板的批评也容易，但细细检
视，我们确实不能一边骂大学各种

“社会病”，却一边将社会上的各种陋
习带到这里。毕竟，武大也曾免费过，
但最终被逼成“无良商家”，游客也确
该反躬自省。

最后再说一下大学“围墙论”。复旦
大学原校长杨玉良有言，大学物理的围
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
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
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游客与
武大的良性互动，不妨先从尊重大学的

“精神围墙”开始。

门门票票与与大大学学精精神神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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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从来就是一对儿
扯不清的矛盾 ,相互疏远既不
现实 ,又做不到；而走得太近 ,

“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则又可
能滋生诸多权钱交易、利益输
送等问题 ,从而影响到公平与
效率。反腐高压成常态 ,“不敢
腐”渐成气候,但却出现另一个
极端,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
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
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

“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
背”。

建 立 政 商 关 系 的 新 生
态 , 关键是要 从 界定 政 府与
市场 的 边 界 入手 , 着力奠定
新型的政商关系 ,一方面 ,建

立 平 等 的 政 商关 系 , 政 府 官
员 不 能 占 有 大量 的 权力 , 必
须简政放权。经济要发展 ,政
商 交 往 要 有 度 。两 者 可 以

“近”但不能“粘”,规范政商
关系需要党纪国法的制度笼
子。具体而言 ,官员要执行规
则 ,商人要遵循规则。说到底 ,

政商之间 ,既应该相濡以沫 ,

共 度时艰 , 更应 该 相忘 于 江
湖。新型的政商关系 ,关键在
于能合能分 ,权力有边界、运
行公开透明。（摘自《法制日
报》，作者吴学安）

□王传涛

按照国务院部署，各地政
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开展
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国66家违
法违规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已经
取缔。（3月31日新华网）

一口气取缔66家高尔夫球
场，从中能够看出中央政府的
决心与魄力，也能够看到地方
政府对以往政绩观的纠偏。高
尔夫在坊间有一个很形象的比
喻——— 高而腐。这项高雅无比
的绅士运动，在我国却变成了
权贵们的特权游戏。因此，取缔
这些高尔夫球场，对于公众而
言，还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可是，仅仅取缔这66家违
法违规的高尔夫球场，还远远

不够。从数量上讲，我国高尔夫
球场早在前几年就已经遍地开
花，而这些球场中，真正具有合
法手续的寥寥无几，绝大部分
都是未批先建，而取缔66家违
法高尔夫球场只是其中的小部
分。因此，公众希望看到更多的
高尔夫球场能够被取缔。

另外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是，当年是哪些官员批了这些
项目？这些官员应不应该为这些
违法违规的项目负责？十余年时
间里，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至少
发出了10个停建高尔夫球场的
通知文件。可是，这都没有挡住
地方政府对违法违规高尔夫球
场的疯狂追逐。个中原因，除了
官员对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
特殊癖好之外，恐怕还与项目本
身的寻租行为有关。

代客扫墓何以“零成交”

葛媒体视点

随着新环保法的施行，近年来饱受社会关注和争议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问题尘
埃落定。有些人担忧环境公益诉讼会形成井喷式增长，然而由于资金不足、专业人员
欠缺等原因，截至目前，全国只有两家环保组织提起了4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
诉讼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3月31日《中国环境报》） 漫画/曹一

望而却步

□钱夙伟

记者在某网站查询发现，
提供“代人扫墓祭祖”的商家真
不少，有的叫价高至9999元。但
交易很少，很多单子成交量为
零。（3月31日《华商报》）

拜祭先人，是对先人的怀
念和追思，这种发自内心的感
受，毕竟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
的，尤其是与自己一起生活过
的亲人故去，给自己留下的痛
楚和悲伤，对逝去岁月的回味，
唯有在自己的亲自拜祭中，在这
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才能产生。

显然，让人代为打扫墓地，
献香献花，不过是徒具形式而

已，扫墓祭祖全套的形式可以
一样不缺地买来，却买不来对
亲人哀思的内容。而连形式
都懒得亲力亲为，也就根本
不可能真的会尽“孝道”。也
因此，虽然提供代客扫墓业
务的网店不少，但多数店铺
都“零成交”，显示了人们对
孝道的坚守。

实际上，即使确实是无法
亲力亲为地完成扫墓的形式，
其真实的“内容”也要靠自己去

“充实”的，如果真要尽一份“孝
道”，那就是常有对祖先亡灵的
思念与敬重之心，对逝去亲人
的感恩之情，并在现实的生活
中，化为向善的行动。

政商可以近但不能“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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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取缔违法高尔夫球场还不够试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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