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库存”还是因城施策好

最近楼市挺火，北上广深为代
表的一线城市成了市场回暖的“急
先锋”。就拿上海来说，近期新盘几
乎全部遭到抢购，购房者连夜排队
的景象重现，甚至当地的部分房产
交易中心，不得不采取逐批放行的
方式来限制客流。

一边是“去库存”上升为国家
层面的五大经济任务之一，一边是
如此疯狂的“库存消化”，不同城市
之间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差异显露
无疑。如此看来，政府在楼市调控
方面，还是要坚持“因城施策”的原
则，库存压力大的城市不妨多些政

策支持，而本就需求旺盛的一线城
市，还是得防范房价过快增长。过去
的发展历程已然证明，错位的楼市政
策哪怕只存在极短的时间，也能借
助购房者心理预期的变化，给市场
秩序带来相当程度的混乱。

春节之后这一波楼市回暖，事
实上可以追溯到去年中段股市大
跌之时，以往楼市股市间的资金

“跷跷板”现象，给了人们房价上涨
的心理预期。具体到春节之后的上
海，存量土地紧张是大背景，楼市
库存的消化周期也只有4个月，此时
政府提出“增加中小户型供应量”，
预示着大户型改善性住房更加供
不应求，加大了房价上涨的心理预
期，由此引发抢购潮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有研究就显示，本轮上海楼
市交易的主力，恰恰是体现改善性
需求的中高端住宅。

而按照“惯例”，房价上涨越是

疯狂，投资需求越容易混杂其中，
房价很容易偏离真正的供求关系，
结果则是累积泡沫，最终造成市场
动荡。事实上，国家层面一直以来都
强调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就
是为了避免由楼市泡沫引发包括信
贷等在内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今年推
出的契税、营业税改革，以及央行的
信贷新政，都着重避开了北上广深等
一线城市。而眼下的一线城市领涨，
恰恰说明这些城市在全国性“去库
存”的大背景之下，还没有找到维
护市场稳定的有效对策，工作缺乏
预见性，难免面临被动。

事实上，若要找到应对房价非
理性增长的对策，在本轮楼市回暖
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深圳，就
是个值得分析的样本。深圳房价的
飙升肇始于2014年的“9·30新政”，
更为宽松的贷款政策成了楼市上
行的发动机；2015年的“3·30新政”，

将二手房营业税免征期限改为2年，
极大地刺激了投资需求。现在已有
不少业内人士，将深圳楼市称之为

“杠杆楼市”，实际上把矛头指向过
于宽松的信贷政策。换句话说，与
上海一样面临土地存量不足的深
圳，并不适宜向那些库存压力较
大、需要靠信贷刺激购买力的城市
看齐。非但如此，还要“反其道而行
之”，从加大土地供应量、盘活土地
存量上下功夫。

眼下深圳住建部门已经表态，
称“正在研究采取措施调控房价”，
而按照维护健康稳定的产业发展
要求，短期内房价飙涨的上海，很
有可能也会有类似举措。可无论最
终结果如何，今年春节后的这波

“楼市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不可避
免地会让一些人交上“学费”，甚至
误伤刚需。对于这样的情况，还是
提前预防、尽量避免为好。

库存压力大的城市不妨多些政策支持，而本就需求旺盛的一线城市，还是得防范房价过快增长。错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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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中

2003年，河南姑娘王娜娜高
考后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然而12

年后她发现，高考后自己被周口
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上学的却是
顶替她身份信息的陌生人。今年2

月27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证实，
王娜娜被顶替事件属实，具体情
况在调查中。（2月28日央视）

又一个冒名顶替别人上大学
事件坐实。自1999年“齐玉苓案”
一审判决后，不时有这类事件曝
光。不用说，冒名者为了改变自己
命运而不惜毁掉别人命运，其动
机是极其卑鄙的，其性质是极其
恶劣的。由于极具社会危害性应
当进行刑事追责，从民事角度来
说也不是简单的侵犯姓名权问
题，而是冒用别人身份问题，由此
获得的不当利益和给被冒名者造
成的损失经常是巨大甚至不可估
量的，所以有必要完善刑事与民
事法律，让冒名者为其恶行付出
应有的代价，别让其“折腾到联合
国也不怕”。

当然，冒名顶替者固然可恶，
但他们一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他们之所以能够钻空子、拿
到被冒名者的录取通知书并进行
顶替，是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失职
乃至徇私舞弊所致。如果按“假王
娜娜”父亲所说，当年花5000元由
中介安排入学属实，显然存在一
个从录取通知书发放到“黑中介”
兜售通知书的团伙，这就不仅仅
是真假王娜娜之间的私事，而是
有刑事犯罪的嫌疑。

因此，公安等司法机关有必
要主动介入该事件，不能只靠周
口职业学院自己进行调查。也只
有公安机关从“假王娜那”之父如
何买来的录取通知顺藤摸瓜，加
上该校从招生人员如何发放的通
知书两方面查起，才能把冒名顶
替的原委彻底调查清楚。

该校最新回应称，已经注销
了假王娜娜的学历信息，她也必
然因为冒名顶替事发，丧失基于
冒名所取得的一切。不过，这并不
是事情的关键。不管事实真相如
何，只有找到王娜娜的录取通知
书如何被移转的始作俑者，才会
找到真正的罪魁祸首，也只有对
那些行使调包之计的罪魁祸首们
进行严惩，并仔细查找并堵住录
取通知书发放等流程上存在的漏
洞，才会从根源上避免冒名顶替
事件的发生。

□牛海

我对街区制最初的印象是容
易迷路。记得刚到美国访学的第一
个月，我出去跑步却迷路了，像网
格一样的道路，围建而成的街区，
四个方向都觉得似曾相识，又无法
确定，心中不免怀念国内的独立小
区和个性十足的大名，我沿着围墙
跑一圈，起码不会迷路。最近公布的
中央关于城市发展规划的文件中，
明确提出我国以后的城市建设要
推行街区制，以应对日益拥堵的城
市交通。街区制怎么防治拥堵，他
山之石或可借鉴。

街区是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
和设计的核心元素，它是四周由街
道围起的建筑空间，构成了城区的
基本单位。按照网格化的规划，街
区一般是方形或三角形的，按照边
长一致的原则，把建筑物建在街区
的边上，入口面对街道，半私密的
院子在建筑物后面，给人们提供一
个交流的场所。这样，公共空间和
私人空间之间形成了“街墙”。街区
制在美国城市建设中已经有很长的
历史了，对崇尚自由、隐私意识强、
长于批判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制度
肯定带来了诸多的正效应，才会得
以顺利发展。生活在其中很容易体
会到这种便利。笔者在美国生活期
间发现，不管是独立House(类似于
国内的独栋别墅),还是整排的公寓

楼，可以从街区的不同方向出入，
道路四通八达，比较方便。

由于人口密度、发展程度、管
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美国的街区
制未必适合中国，但其中的一些理
念和做法是可以借鉴的。毕竟城市
建设和管理是人类共性的经济社会
活动，有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国外
先行了几十年的经验可以为我所
用。再者，国内很多地方把城市应该
有的规模经济变成了规模不经济。
城市的高度分工与协作、各类资源
的高效配置等优势，在我国的一些
城市，渐渐被交通拥堵、环境污染、
高成本的生活抵消，其中有些是城
市本身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有些
是管理和建设的理念问题。这次中
央的文件对城市建设中的历史遗留
问题和现实中一些不良倾向，给出
了解决的指导性意见。我国不少城
市，曾经是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的
重地，城市道路为这些单位让路是
常有的事。近些年的房地产热潮兴
起，出大价钱住封闭小区的市民也
觉得“圈大院”理所当然。这样的结
果是“丁字路”、“断头路”越来越
多，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出行就
像打一场战役，提前准备，设计路
线，辗转腾挪，苦不堪言。

当然，中央文件只是对街区制
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
的要求，具体执行需要结合细化政
策。公众最关心的是与街区制相配
套的公共服务的提升。把小区道路
纳入城市交通网络后，小区的停
车、安全管理、相对的私密性等一
系列问题都要面对。首先，街区制

建设后，开放小区的停车位势必减
少，能否仿照国外，建设大型多层
的停车场，为居民服务。其次，安全
防范管理能否更加精细，每家每户
能否安装火警报警一体化的装置，
警察巡逻、消防灭火直接到楼下，
让居民的安全感提升。还有文明素
养的提升也很重要，乱停车、乱鸣
笛、大声喧哗，这些看似细枝末节
的小事，也可能让街区制推行面临
很大障碍。在美国，对别人的私人
小空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在此
前提下，周边的共享空间，可以为
公众使用。

个人认为，街区制是解决我国
城市拥堵问题的有益尝试。最近也
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还比
较尖锐，可能因为街区制会损害他
们花高价买来的城中幽静。但是在
城市发展过程中，如果有人既想享
有城市的快捷、便利，又想通过断
路、阻桥而拥有相对独立、幽静的
环境，这在现代城市是不可能的。
这其实也触及了东西方居住文化
的差异，西方人的幽静豪宅多选在
远郊区，进行封闭式的物业和道路
管理，而中国人喜欢在城市中心黄
金地段买房设区，闹中取静，一看
自己的高档小区让他人自由通过，
心中难免失落。最后谈一下一种普
遍的担心，就是怕街区制建设的

“一刀切”，很多人最怕的是好政策
被某些人理解偏、执行歪，扯大旗
塞私货，还让群众无法提出异议，
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作者为
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美国麻省大
学访问学者）

街区制要在细节下功夫

大家谈

□王昱

金庸在武侠小说《天龙八部》
里，一路写尽天下各路高手，临到
快结尾却把读者耍了一把——— 少
室山武林大会上突然冒出个扫地
僧。这种“高手在民间”的情节安排
很令人神往，这不，最近又有人想
要“化艺术为现实”——— 五年前，在
节目《非你莫属》中受到嘉宾“围
攻”的郭英森，因为曾说出“引力
波”三个字，于是一夜之间就红遍
大江南北，成了“五年前就预言重
大科学发现”以及“我们都欠他一
个道歉”的“民间科学家”。

北大科学史学者田松对“民
科”曾经有过一个定义，他说“民
科”就是那些被排除在科学共同体
之外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按照这个
定义，所谓“民科”其实古今中外都
有。不过，民科似乎集中井喷于当
代，无论走到哪儿你都能碰见这些
热忱的梦想者，还大多是“拳打牛
顿体系，脚踢相对论，三页纸证明
哥德巴赫猜想”的主儿。

用心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大多
数民科其实都生于上世纪70年代
或以前，那个年代其实就充满“民
科”气质，有人相信土高炉能炼出合
格钢水，相信往钢管里塞刀片能造
超声波，相信往血管里打鸡血能包
治百病———“科学理想”很丰满，但
大量有理想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却被
耽误了，等到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
他们已经错过了接受系统科学培训
的最好时机，只能自己摸索。

如果说中国民科井喷源于特
殊的成长环境，而民科们在微信、
微博里被热捧则更能反映当下青
年人的心态。那些有心思传播“下
岗工人五年前首提引力波”段子的
网友，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闲工夫
随手百度一下“引力波”仨字儿，了
解一下它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就被
爱因斯坦预言了。大多数转这种帖
子的人其实都不关心“引力波”到
底是啥，让他们热血沸腾的只是节
目中某歌手力挺郭先生的那句话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一个初中
毕业的人因为有了梦想，都可以挑

战现有物理学体系，那广大拿着本
科、硕士、博士文凭的青年们，还泄
什么气呢？所以，郭英森的故事早已
化成一碗“心灵鸡汤”，故事本身的
真伪则已经不重要了。这事儿很像
当年“唐骏学历造假案”，大多数挺
唐骏的人说到最后都在论证“只要
肯努力，学历算个屁”这个很“鸡汤”
的观点，至于唐骏是否造假这个问
题，早被丢到爪哇国去了。

好吧，姑且承认某个犄角旮旯
里藏着位“扫地僧”的概率并不为
零，但从挺唐骏到捧郭英森，分明
能看到一种倾向：过分看重主观臆
想的“梦想”，却忽略了对规则的尊
重。当某种体系正在成型时，不讲
究规则的“梦想家”确实可以凭着
自 己 的 一 腔 热 血 闯 出 一 番 事
业。然而，随着体系越发成熟，给这
些“草莽英雄”的空间注定只能越
来越少，而懂得和尊重规则，恰恰
是“梦想者”们最不该忘记的东西。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有
心称霸武林的青年们，还是先安心
扎好马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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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地僧”也得先扎马步试说新语

葛公民论坛

翻版“罗彩霞事件”

需找出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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