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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一策”调控应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
多位委员从政策、土地、市场预期等方面畅谈今年长沙楼市发展

近期，一部《啥是佩奇》红遍
网络，引发全国网民热议小猪佩
奇的正确打开方式。永州一位90�
后小女生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刮出刮刮乐“好运十倍”40万元
头奖，她笑称：猪年买彩票中头
奖，车房都配齐，这才是小猪“配
齐”的正确打开方式！

逛街逛出40万元大奖
据悉， 这位幸运的李小姐

（化姓） 是永州宁远县人，1月23
日，她送男朋友到永州机场坐飞
机，顺便在永州市区逛街。当天
午饭后，他们逛到冷水滩区永泰
商贸城音响街， 路过43119006
投注站时心血来潮进去看了看
彩票。店主热情地向她推荐刮刮
乐， 并拿出一把好运十倍让她
挑， 李小姐仅仅挑选了一张，就
刮出了40万元头奖。

佛系购彩 娱乐心态
李小姐年纪不大，却是福彩

的忠实彩民，喜欢机选几注双色
球，偶然买买刮刮乐，把购彩当
做生活中的消遣。这次刮到大奖，
她非常兴奋。“平时买彩票也没想
那么多， 没想到这次真的刮到大
奖了！第一次中大奖太激动了！”

“好运十倍”深受彩民青睐
一张刮刮乐十次中奖机会，

采用对数字玩法，刮出“10”即可
获得对应奖金的十倍。奖级设置
合理，整体返奖率高，头奖高达
40万元。 刮刮乐“好运十倍”是福
彩的一款经典票种， 简单好玩趣
味性高，多年来热销三湘，是彩民
们最喜爱的刮刮乐品种之一。

■荣凌凌 经济信息

楼市回归理性

2018年， 成为了房地产历
史上调控密集的年份。 根据统
计，2018年以来，全国陆续出台
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多达444次，
预计全年在450次左右，刷新历
史纪录。与2017年相比，年内调
控政策出台次数同比涨幅高达
75%。

限购、限贷、限售……作为调
控先行者的长沙， 更是掀起了一
波“反炒房”风暴。

“2018年， 长沙楼市挤出了
一些水分， 开发商也逐渐将重心
转移到产品品质上来。” 省政协
委员、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付胜龙认为， 从2017年的
“全民抢房”到2018年的“日光不
再”，长沙楼市“被泼冷水”后已回
归理性，“有更多人去思考该如何
提升产品力，打造更‘人性化’的
产品，市民也更理智、谨慎地看待
市场。”

省政协委员、 中冶长天置业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孝群认为，
2018年长沙已进入到一个稳房
价、 稳预期的阶段， 但因政策收
紧，整体市场到下半年略微疲软，
“近几年，受‘外地炒房团’和一线
城市涨价潮的影响， 长沙房地产
市场波澜起伏。 不过，2019年长
沙将开展‘一城一策’试点，这充
分说明市场的定调比较清晰，在
多项政策影响下， 市场趋稳将是
大势所趋。”

可适当降低首套购房门槛

1月24日，2019年长沙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
议透露，2019年将开展“一城一
策”试点，实现“稳房价、稳地价、
稳预期”的调控目标。在苏孝群看
来， 这也意味着政策会有更多的
新意。

“短期内政府不会强调政策
放松，而会继续强调‘一城一策’
的导向；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下半
年可能会有放松的迹象。”苏孝群
建议， 政策应强化针对首套房的
支持性政策，适当降低门槛，让更
多无稳定工作、 低收入人群也能
有首套购房资格。

长沙楼市将如何发展？ 省政
协委员、 湖南湾田集团总裁刘筱
泉认为，炒房时代会结束，房地产
将进入横盘时代。所谓横盘，是指
全年成交同比微量收缩， 房价上
涨预期被抑制。“建议尽量保持供
需关系平衡， 以促进市场健康稳
定的发展。”

“建议推动我省第四代住房
发展，即发展融合传统四合院、空
中停车、 空中园林等优势的新型
住房。”省政协委员、省发改委政
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专家部副部
长周敏表示，在坚持“房住不炒”
的前提下， 要合理支持居民改善
性住房需求， 赋予第四代住房一
定的优质优价权限， 通过市场过
滤机制的作用， 满足居民买一卖
一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2018年，长沙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经历了
这轮史上最严调， 长沙城区一些热点楼盘的投机炒作
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如何保障刚需，促进长沙房地产
市场更平稳健康地发展？在本次的省两会上，不少委员
也带着相关提案而来。 ■记者 卜岚

永州美女刮出“好运十倍”40万元头奖

共享单车受诟病的不
仅仅是“退押金难”问题，
乱停放、废旧共享单车堆
积成“山”也备受吐槽。省
人大代表、长沙市湘女湘
绣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柳建
新建议， 对于共享单车，
必要的监管“紧箍咒”不
能少。

农贸市场成
共享单车“停车场”

“很多市民骑车来买
菜， 可能是因为提菜不方
便，就没骑走。”长沙市芙
蓉区火星街道凌霄社区书
记陈伟说，火星农贸市场附
近成了共享单车的“停车
场”和丢弃场。为解决这一
问题，社区每天安排专人负
责搬运和清理这些共享单
车。为此，社区也试图联系
过共享单车公司，但未见效
果，“这个乱象不是靠搬运
和清理就能整治好的。”

2018年11月， 凌霄社
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柳
建新代表。

记者注意到， 共享单
车被弃堆成“山”，这一乱
象在长沙时常可见。

去年9月，长沙天心区
竹塘西路的一处荒地就堆
了上千辆废弃的单车，包
括了摩拜、哈罗、酷骑等各
个品牌，有的车身变形，有
的零部件脱落， 也有不少
能正常使用。

去年12月， 长沙万明
路松雅湖隧道上方的空地
也成了共享单车“坟场”，
远远望去， 被丢弃的共享
单车被堆成了“山”，触目
惊心。

“自己深有体会，再加
上社区、市民都有反映，我

就写了这份建议。”柳建新
说，经调查发现，共享单车
乱象不仅只出现在各个街
道社区， 也是目前省会长
沙各区反映的迫切需要整
治的乱象。

必要的监管
“紧箍咒”不能少

如何应对废旧共享单
车堆积问题？柳建新认为，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审
核阶段开始引导运营企业
合理投放车辆。 可以考虑
在本地区实行配额制，并
规定最低使用年限， 引导
运营企业及用户积极提升
共享单车的利用率、 延长
使用寿命， 避免盲目的粗
放型投放。其次，后期的投
放应当与报废量挂钩，在
市场需求未发生明显增长
的情况下，原则上实行“退
一进一”，在运营企业妥善
报废处置旧车的前提下，
方才允许替换新车。 对于
拒不进行报废处置的车
辆， 相关部门可以先行代
为处置， 然后向运营企业
收取处置费用， 并核减相
应单车配额， 避免废旧车
辆长期占用公共空间。

“共享单车好是好，必
要的监管‘紧箍咒’ 不能
少。”柳建新建议，在城市
规划管理部门的指导下，
要求共享单车企业改善目
前的经营模式， 并对共享
单车加强规范管理， 加大
监管力度， 设立禁止停放
区、 定期更新维护清理废
旧的共享单车。 早日缓解
街道、 社区的城市管理压
力， 合理规划利用市民公
共空间， 改善城市交通秩
序。 ■记者 杨洁规

治共享单车乱象
监管“紧箍咒”不能少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已一
年有余，一年多来，省博物馆累计接待
国内外观众400余万人次。本次两会期
间，省政协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王超祥带来《以湖南省博物馆为核心
打造湖南文旅一站式体验中心》 的提
案，建议将省博物馆、德雅路街区改造、
烈士公园文化内涵提升作统一规划。

王超祥表示，烈士公园和省博物馆
因一墙之隔， 限制了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德雅路沿线破败不堪的环境，博物
馆前拥挤的人流和东风路的经常堵塞，
与省博物馆的文化品位格格不入，严重
影响了旅游参观者的体验感受，也影响
省会城市品位。为此，他建议：“以省博
物馆为中心， 综合考虑德雅路改造、片
区交通、 旅游配套和人员疏散设施建
设，三者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国际水准
的城市核心公共文化服务与休闲区，并
逐步发展成为湖南文化旅游一站式体
验中心。” ■记者 丁鹏志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已经深入人心，
省政协委员、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欧
爱民认为，一体化不仅是经济要素的整
合，也是社会要素的融合，更是三地人
心的聚合。打破地域观念，实现一体认
同尤为重要。他建议，打造长株潭大学
城，不仅能促进三地人心聚合，实现区
域认同， 还能优化我省高校资源的配
置，推进全省双一流建设，加速教育强
省进程，应当抓紧规划与建设。

欧爱民认为，长株潭大学城是一个
系统，包括岳麓山大学城、湘潭高校园
区、株洲职教城三个板块。岳麓山大学
城是长株潭大学城的中心，要突破发展
瓶颈，亟需向湘潭辐射，株洲职教城要
立足于打造“中部地区职业教育创新之
都”。 湘潭市高校园区要对接长沙高校
的发展需求，吸引长沙高校与其他市州
高校来园区成立新的校区，兴办科研院
所，形成长株潭大学城的副中心。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越

打造以省博为核心的
文旅一站式体验中心

打造长株潭大学城
优化高校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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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上午，
盛全代表在解放军
代表团分组讨论时
针对城乡义务兵要
多出台优抚政策建
言。

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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