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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限购频出，范围之广凸显调控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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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厦门多次加码
均是“认房又认贷”

为了打击投机炒房，28日
晚，福州市将二套房首付比例
升至五成，且规定购房两年内
不得上市交易；杭州则与一线
城市一样实行“认房又认贷，并
且规定本市户籍单身限购一
套”，厦门在“认房又认贷”的同
时，要求社保需连缴三年。

其实在此次政策出台之
前，这些城市都已在不同程度
上收紧了楼市调控政策。以杭
州为例，其已在一个月内连续
三次加码了调控政策。3 月 2
日，杭州市宣布扩大限购范围，
同时将社保年限调整至“前三
年内连续缴纳两年以上”。不仅
如此，杭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
实行限购两套。

加上去年9月以来出台的
楼市调控政策，杭州已接连出
台了七项楼市政策，涉及限购、
调整土地出让竞价方式、提高
公积金贷款二套首付比例、提

高商业贷款二套首付比例、延
长个税或社保缴纳年限等。

而厦门作为全国第二个重
启限购的二线城市，自去年8月
31日出台调控政策宣布重启住
房限购后，也在不同程度上加
码楼市政策。据统计，截至目前
厦门已出台了四项调控政策，
涉及限购、新房住满2年才能交
易、社保年限需连缴3年、实行

“认房又认贷”等。
和以往出台政策不同，这

一轮楼市调控更多是地方政府
“打补丁”式地出台调控政策，
而以往更多的是以“国几条”的
形式出现，地方政府再出台细
则落地。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
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指出了这
轮限购的几个特点：一，力度
大，限购限贷等标准比较苛刻。
二，措施实在，出台的政策措施
招招见血。三，政策严密，从各
种可能的角度，堵住炒房的漏
洞和可乘之机。四，涉及面宽，
不仅涉及住房还涉及商住，不
仅涉及购房，还涉及售房。五，

攻势犀利，多项政策密集出台。

房价平稳无碍调控出台
东部省会全部限购

自今年 3 月以来，已有至
少 34 个城市从不同层面上加
码了楼市调控。这其中包括北
京、南京、杭州、广州、青岛等一
二线热点城市，还包括保定涞
水县、张家口崇礼区、滁州、嘉
善等三四线城市或县城。就在
20 日，长春、天水、湛江也出台
了本地调控政策。

这一轮调控，其实是延续
了去年9月份开始的调控政策
趋势。同时，9月份的那轮调控
并未完全起到降温作用，诸如
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等城市的房
地产市场在春节后出现过热现
象。因此，这才催生了近期各地
密集出台新政策。

但在上述城市中，长春、贵
阳等尽管在“70个大中城市”之
列，但房价其实非常平稳。像长
春，2 月份房价环比仅增长
0 . 4%，同比增长也只有4 . 4%。

而诸如天水、赣州、滁州等城
市，本应面临去库存任务，现在
纷纷限购限贷，也是这轮调控
的一个重要特点。

有分析认为，在一二线城
市限购限贷加码，更多的是将
炒房客堵在了门外。这些热钱
很有可能转而流向周边的三四
线城市甚至县城，北京周边房
价飙升就是一个例子。在目前
对于炒房“冒头就打”的机制
下，县城出台调控政策其实也
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将目光投向一二线
城市也能发现，这次调控潮也
有一个特点——— 严格的限购成
为主流甚至标配。目前，东部沿
海和中部地区几乎所有省会城
市都已有了限购政策，广东更
是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
山、珠海6个城市。

在北京，政府重新定义学
区房价值，则无异于对于学区
房“釜底抽薪”。用如此强大的
行政力量管控房地产市场，也
说 明 了 此 次 中 央 决 心 之 坚
定——— 坚决逼退炒房需求。

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
主任贾生华认为，伴随着各地
楼市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看
后续对市场稳定的预期是否能
够实现，如果市场稳定的目标
没有达成的话，后续还是会继
续出台调控政策并且会有更多
的城市加入调控行列。

政策催生“连环单”
交易链直接断掉

当然，在一二线城市的限
购政策中，免不了会误伤刚需
或者改善性需求。在 28日晚
间，就有杭州市民调侃，只因看

了一场国足比赛，回来发现不
能买房了。其实，杭州关于本地
户籍单身限购一套的规定并不
是那么“残忍”，近期部分城市
关于卡社保、限户籍、认房又认
贷的要求，更是直接阻断了外
来务工人员的安家之路。

在北京这样一个买新房需
要卖旧房的城市，不少年轻人
就因为政策陷入了“连环单”。
3月 17日北京限购政策出台
后，在北京工作的小伙刘航着
急了起来。他看中了北京城区
边缘的一套二手房，但是还未
网签。而新政策规定，贷款期限
由30年降到了25年，他很担心
负担不起更高的月供。

当然，就算刘航想咬牙坚
持，房主也不一定会答应。该房
主之所以卖房，是为了以小换
大，以远换近，这也是北京郊区
很多业主的诉求。房主想拿卖
房钱，去付北京城里的一套学
区房的首付，连定金也交了。

可“认房认贷”的政策出台
后，该房主要买的房子已经被认
定为“二套房”，要付80%的首
付，这对他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该房主同样担心刘航的购房款
能否到账，因为银行回复，贷款
何时发放，尚不能确定。就这样，
一桩本来谈好的生意“告吹”，而
房主和刘航估计，上文中要卖学
区房的人，也遭遇了类似问题，
他们都是“连环单”中的一环。

最终，房主继续住在了自
己的房子里，而刘航在远郊房
山找到了一处“满五唯一”的合
适房子。尽管总价“仅”300 万
元，但距离刘航上班的地方直
线距离50公里，即使未来通了
地铁，单程也需要约两小时。

据澎湃、北青报等

武长顺当庭悔罪认罪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指控：被告人武长顺利用
担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
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局
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
便利，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公司
非 法 占 有 公 款 共 计 人 民 币
3 . 42亿余元；为他人谋取利
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先后多
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8440万余元；挪用公款人民
币1 . 01亿余元供相关单位进
行营利活动，从中谋取个人利
益。武长顺为使其个人实际经

营的多家公司获取不正当利
益，直接或指使上述公司给予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等单位
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1057万元。武长顺
在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期间，滥用职权，致使国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
节特别严重；徇私枉法，接受他
人请托，向下属打招呼包庇犯
罪嫌疑人，致其未被追究刑事
责任。综上，武长顺的行为应以
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罪和徇
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
相关证据，被告人武长顺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
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
见。武长顺进行了最后陈述，并
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
众70余人旁听了庭审。最后法
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因案情复杂推迟审理

根据指控，武长顺的涉案
金额合计高达5 . 3797亿元。这
意味着，继涉嫌罪名最多之后，
武长顺又创下了十八大后落马
省部级官员的一个“最高纪
录”——— 涉案金额最高。据了
解，武长顺从1992年起开始担

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
2014年7月被宣布调查。从1992
年至2014年，他平均每年敛财达
2000多万元。

此前，省部级落马老虎的涉
案金额“最高纪录”来自白恩培。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受贿金
额高达2.4676亿元，另有家庭财
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
额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

去年10月，白恩培被判处
死缓，并受到终身监禁处罚，在
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
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白恩培由此成为
终身监禁“第一人”。

不过，武长顺与白恩培的
涉案金额构成，略有区别。白恩
培的2 . 4676亿元，全部都是受
贿金额。而武长顺的5 . 3797亿
元，包括其非法占有的公款

（3 . 42亿），挪用的公款（1 . 01
亿），受贿金额（8440万元），行
贿金额（1057万元）。

去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就表示，河
南法院计划在去年年内审理武
长顺案、白恩培案等大要案。可
是至去年底，武长顺案却一直
没动静。对此张立勇表示，武长
顺案的案情比较复杂，开庭前
确实要做大量准备工作，工作
量很大。 据新华社、新京报

涉涉案案金金额额超超55亿亿，，武武长长顺顺创创落落马马““老老虎虎””之之最最
被控六宗罪，贪污受贿行贿都全了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9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
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一案。武长顺涉案金额超过5亿，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中涉案金额最多的一人。

3月28日晚，福州、厦门、杭州相继推出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在北京“10天9策”的带动
下，上述三个城市均开启“打补丁模式”：在短时间内多次加码政策。而跟随一二线城市的
步伐，29日，长春、天水、湛江等三四线城市也加入调控大军。在这轮调控中，限购政策被普
遍使用，这也说明了中央对于管控楼市的决心之强。

今年3月份出台

调控政策的城市或县城：

一线城市：北京、广州

热点二线城市：

杭州、南京、郑州、成都、厦门、福州

其他地级市：

石家庄、南昌、青岛、长沙、东莞、廊坊、嘉兴、佛山、
镇江、中山、常州、贵阳、长春、天水、湛江、滁州、赣
州、三亚

县区：

保定市涞水县、张家口市崇礼区、嘉兴市嘉善县、
保定市主城区、镇江市句容市等

28日夜间到29日，多个城市发布楼市调控政策。图为加码调控的杭州市某楼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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