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经济适用房的推行，到
租购并举， 到定向限价商品
房，政府的调控重心始终在保
证刚需者的购房需求。

经济适用住房的推出保
障低收入家庭的利益。规定免
收土地出让金，对各种经批准
的收费实行减半征收，出售价
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今年7月， 住建部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
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的通知》提出，要继续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建立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规定承
租人为本市户籍无房家庭，符
合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
实际居住３年以上且在住房
租赁监管平台登记备案、夫妻
一方在该区合法稳定就业３
年以上等条件的，其适龄子女
可在该区接受义务教育。

到近期，定向限价商品房亮
相， 以11682套住房、4950元/平

方米的低价， 为刚需购房者保
“价”护航……“惠民政策解决
了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
购房难题，让他们能以较低的
价格购买性价比高的房子。”
朗涛地产总经理黄耿文表示，
限价、保刚需是此类政策最大
的特点，通过宏观调控，增加
市场供应， 或改变租购模式，
建立缓解供需矛盾的长效机
制， 完善房地产健康稳定发
展。

蓝海购(中国)腾泽公司总
经理伍拼认为， 新政的逐步推
进， 目的在于修正危及楼市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的部分， 例如
高地价、 豪宅化倾向、 延期交
付、烂尾等，让楼市回归健康发
展的应有之路， 体现出地方政
府着眼长远和大局的新思维和
掌控力，“保障性政策兼顾各方
利益， 更加注重各方的平衡和
谐发展， 让保障房分享高地价
收益、更加保障刚需的利益。”

近日，长沙市正式推出定向限价商品住房，第一批已（拟）开工20个
项目，建设11682套，预计其中2702套住房年内即可上市供应。据悉，
在首批项目中， 建设定向限价商品房套数最多的是芙蓉区新桥小区三
期项目，将有1208套房屋推出，其销售价格仅4950元/平方米。从前期
的“以租代售”到目前的“定向限价”，以及房地产市场逐渐降温的效果，
可以看出楼市调控正在以“有形之手”为刚需购房者护航，从而真正实
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居住定位。 ■记者 卜岚

长沙定向限价商品住房
供应对象为本市中等偏下收
入的城镇居民家庭、 征收
（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居民
家庭及市政府批准的其他家
庭。具体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般申请人：
1.户口：家庭成员中至少

1人或离异、丧偶、年满30周
岁未婚的单身人员具有本市
城区常住户口3年以上；

2.收入：符合本市城区
中等偏下收入标准；

3.住房：无房或住房困难。
棚户区改造、道路建设、

重点工程等项目涉及被征收
人员在规定期限内签约且无
房或住房困难的可以申请：

1.被征收房屋产权人；
2. 落户长沙3年以上的

直管公房和单位自管房的合
法承租人；

3.落户长沙3年以上、户
口在征收公告前已迁入并居
住在征收范围、 符合中等偏
下收入条件的被征收房屋关
系人（指被征收房屋产权人
及公房住宅合法承租人的父
母、 子女中的已婚家庭或达
到晚婚年龄的单身人士）。

1.�5年内不得上市转让。
2.需在交房之日起一年内

入住。
3.不得同时享受其他政

策性住房。
4.房源通过土地公开出让

建设、调整存量政策性住房等
方式筹集。

5. 房价按周边区域同等
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的一定
比例测定。

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社
区提出申请， 街道对申请材
料进行审验， 交区住保部门
复审， 对符合条件的报市住
保部门审批， 审批合格的登
记并发放《长沙市定向限价
商品住房准购单》，并向社会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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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价房， 又称限房
价、限地价的“两限”商品
房，是一种限价格限套型
（面积）的商品房，主要解
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困难，是目前限制高房价
的一种临时性举措。而长
沙市定向限价商品住房
套型建筑以90平方米以
下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
积 不 高 于 120 平 方 米
（含），销售价格由政府相
关部门确定，低于同地段
商品房。

与经济适用房相比，
限价商品房有何不同？

经济适用房的保障
对象为当地城镇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并与廉租
住房保障对象衔接。限价

商品房的保障对象为当
地城镇中等收入以下住
房困难家庭。

此外，退出条件也不
同。在房屋所有权证登记
之日起5年内， 两类出售
型保障性住房都不得出
租、出售、抵押、出借、继
承，或者擅自改变住房用
途且拒不整改。

不过， 自保障性住房
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之日起
5年后，经济适用房在按照
政府规定取得完全产权
前， 仍然不允许发生前述
行为。而限价商品房在5年
后，按照普通商品房对待，
即可以出租、出售、抵押和
继承，但出售后，不得再提
出住房保障申请。

在房价不断高企，以
至于中等收入家庭都觉
得安居困难的情况下，被
定位为“帮助中等收入家
庭解决住房困难”的限价
房， 被无数人寄予厚望，
也如同一场及时雨，缓解
了新房供应的失衡。

据了解， 第一批已
（拟）开工20个项目，建设
11682套， 预计其中2702
套住房年内即可上市供
应， 第二批建设计划也在
抓紧制定中。 在首批公布
的20个项目中， 芙蓉区新
桥小区三期项目将有1208
套房屋推出， 其销售价格
仅4950元/平方米。据克而
瑞长沙机构数据显示 ，
2017年8月，芙蓉区商品住
宅的价格为9479元/㎡。

“长沙推出限价商品
房，或将部分缓解目前长
沙新房供求严重失衡的
局面，对政府的人才引进
计划，以及拆迁安置工作

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湘
经联执行会长兼秘书长、
星语林·南壹号项目总经
理李杰认为，该类商品房
的入市，其受惠群体主要
是中低收入阶层及拆迁
安置人群，带有很强的住
房保障性质，是一项完全
的惠民工程。

“定向限价商品房，是
长沙政府落实长效机制的
一环，有助于楼市降温，帮
助中低收入者实行住房的
梦想， 并配合人才引进政
策， 加快城市的吸引能
力。”湖南建工置业营销策
划部部长周事勇认为，具
体影响目前还有待进一步
观察，“目前长沙整体供需
依然不平衡， 土地供应量
跟不上市场节奏。 且定向
限价房的购买群体、 品质
和配套相对单一， 市场影
响有限， 后续还需看政府
政策落实的力度和具体推
出的体量。”

长沙推出万余套定向限价房
供应对象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

有助楼市降温
缓解新房供应失衡

今年，长沙调控政策层层
加码，限买、限贷、限价、限卖
……一系列调控措施就像投
枪匕首，不断刺向上涨过快的
片区。 在史上最严的调控令
下，长沙房价的涨幅也逐渐回
落，“房子是用来住的”也正成
为现实。

据湖南中原地产数据显
示， 今年8月长沙内五区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63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66%；其中天心区成
交面积为9.19万平方米，同比
下跌62%，跌幅在五区中排名
第一； 同时在限价环境下，内
五区成交均价也小幅回落，环
比小幅回调3%。

“新政对购房人群设置了
门槛，分散了客流，也让开发
商更为谨慎。” 鑫远集团执行
总裁兼地产事业部总经理喻

磊认为，上半年楼市降温已明
显见效，“潜在客户减少，需求
降温，预计接下来楼市将量价
配合回归正常水平，销售形势
会因项目而异，建议有购房需
求的客户可持续跟进目标项
目的动向， 但全年成交量较
2016年下降预计是大概率事
件。

湖南中原地产总经理胡
治纲认为，全国楼市调控继续
收紧加码，长沙“限房价、竞地
价”的“熔断+摇号”新政出台
后，长沙处于“五限”环境中，
政府控房价决心坚定，今年政
策放开的可能性极小，建议开
发商进入“金九银十”热销期，
尽早快速出货，“年底可以预
期的是，热门板块热门楼盘还
是会顶着备案价卖房子，价格
还将被‘稳定’” 。

涨幅回落，“金九银十”房价稳

从“租购并举”到“定向限价”
调控向刚需购房倾斜

4950元/m2

长沙年内上市2702套限价房
从“租购并举”到“定向限价”，调控向刚需购房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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