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22日讯 记者今日从湖南
省重点工作会议上获悉，2013年我省
将组织实施重点建设项目176个，年度
计划投资1700亿元。 这些重点项目主
要集中在基础设施、 经济产业和民生
方面，建成长沙地铁2号线、加快长株
潭城际铁路建设、 建成通车14条高速
公路等项目都在列。

全年新增通车里程1000公里以上

近年来， 我省的高速公路建设进
入高潮。 去年我省建成16条高速公路
集中通车， 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3969公里， 实现了高速公路历史性跨
越， 今年全省的高速公路项目又有37
个。

记者从湖南省2013年重点建设项
目名单上看到，今年，长沙（永安）———
浏阳高速公路、 杭瑞高速岳阳———常
德高速公路、石首（湘鄂界）———华容
高速公路、 京港澳高速公路长沙连接
线、长沙绕城高速东南和东北段、张家
界———花垣高速公路、 包茂高速怀
化———通道段、泉南高速界化垄（湘赣
界）———茶陵高速公路、 岳汝高速醴
陵———茶陵高速公路、 岳汝高速炎
陵———汝城高速公路、 洞口———新宁
高速公路、凤凰———大兴高速公路、沪
昆高速公路新增连接线工程、 耒宜高
速改造等高速公路计划都将建成通
车，全年新增通车里程1000公里以上。
另外，今年还计划新开工张桑高速、武
靖高速、马安高速三条高速公路。

衡茶吉铁路湖南段年内通车

在高速公路之外， 我省也在抓紧
完善铁路和机场的建设。

据了解，铁路建设方面，今年我省
共安排了7个项目。目前，衡茶吉铁路
湖南段已进入铺轨扫尾阶段， 计划今
年通车；全长541公里的杭长、长昆铁
路客运专线湖南段今年将继续推进路
基、 桥涵和隧道施工， 计划2015年完
工；长株潭城际铁路、石门———长沙铁
路增建二线、荆岳铁路湖南段、洛湛铁
路娄邵段扩能改造将抓紧进行征地拆
迁及土建施工； 怀邵衡铁路计划年内
开工。

在机场建设方面， 衡阳南岳民用
机场计划今年投产， 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飞行区东扩工程及综合配套服务区
建设、怀化芷江机场改扩建、长沙大托
机场迁建、张家界荷花机场扩建、常德
桃花源机场5个项目将继续推进建设。

确保建成长沙地铁2号线

记者了解到，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
的176个项目中，包括新农村项目7个，
产业项目66个，基础设施项目77个，社
会发展项目26个。这批项目中，新开工
项目10个，续建项目113个，投产项目
53个。

在城镇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今
年将确保长沙地铁2号线建成，1号线、
3号线抓紧实施土建工程，南湖路湘江
隧道双线贯通， 芙蓉大道望城段继续
推进路基、桥涵施工。此外，常德沅江
西大桥、邵阳市城市主干道、岳阳芙蓉
大道北拓（湘阴段）、衡阳衡云快速干
道等市政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也计划在
年内完工。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吕瑞贤

今年我省将建设176个重点
项目，计划投资1700亿元
确保年内建成
长沙地铁2号线

【数据】 长沙1月房价同比上涨2%
在严格调控下的楼市近期释放出了

“回暖”的信号。
据国家统计局22日发布的1月份新建

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变动情况
显示，2013年1月， 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
与上月相比，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0个，持
平的城市有7个，上涨的城市有53个。新房
价格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
过2.2%。其中，一线城市涨幅居首。与去年
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 价格下降的
城市有16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上涨的城
市有53个。1月份， 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
中，涨幅均未超过4.7%，涨幅比去年12月
份回落的城市有1个。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看
到，湖南长沙、常德、岳阳三市的新建住宅
价格均出现同比上涨。长沙市房价环比上
涨0.9%，同比上涨2%；常德房价同比上涨
0.8%；岳阳房价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
0.2%。

【市场】 春节7天成交182套
在买涨不买跌的怪圈中，长沙新建住

宅成交量在2013年的春节中出现热销。
据长沙市房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春节7天长沙内六区新建商品房网签182
套，1.91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网签177套，
1.88万平方米。尽管成交量与正常档期相比
仍有很大差距， 但相比于2012春节期间长
沙市内六区新建商品房40套、0.34万平方

米的成交量，有了数倍的增长。
而在开发商的眼中，这种变化被视为

楼市“回暖”的前兆。部分楼盘酝酿在开春
后进行涨价。 万国城MOMA在春节期间
没推出额外优惠， 但仍被认购了十几套。
该楼盘售楼部相关人士表示，该盘当前近
80套的平销房源，将在元宵节后有一定幅
度的涨价。据悉，泊爱蓝湾等盘售价也可
能会有小幅上涨。

【观点】 2013年长沙房价稳中有升
虽然春节刚过，国务院就再次提出坚

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严格执行商品住
房限购等“国五条”，但是，2013年，楼市转
好的趋势仍被业界广泛认同。

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房
地产开发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王义高表示，
近期楼市确实有回暖的迹象，长沙商品房
成交量的回暖是由一线城市的带动作用
引起的，属于恐慌性购房，在湖南房地产
市场不具备房价触底反弹报复式增长的
条件， 但是一定会在波动中稳中有升。他
表示，长沙2013年的房屋均价涨幅将不会
低于2012年12%的涨幅。

王义高认为，长沙的房价基数相对全
国来说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市场上的房源
信息比较充足，推出优惠活动的楼盘也比
较多，刚需型的消费者可以在市场中进行
更多的信息筛选，挑选符合自己定位的优
质房源， 碰到低价房源可以考虑出手购
房。

■记者 肖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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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全国53城房价上涨
长沙、常德、岳阳均有上涨 春节七天长沙卖出新房182套

1月份70个大中城市超2/3房价上涨。 新华社 图

本报2月22日讯 记者今日从全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3
年，我省将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房33.3万套，
基本建成22万套，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5850户。会上，各市州向省政府递交了责
任状，以确保建设任务的圆满完成。

据了解，从2009年至2012年，我省累
计完成投资967.75亿元，竣工保障房89.86
万套，初步建立起了由廉租房、公租房、经
济适用房、棚改安置房、租金补贴等构成

的住房保障体系，解决了107.3万户城镇住
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规划中，
2013年， 我省城镇化率要增长1.7个百分
点，重点工程要完成投资1600亿元，保障
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要完成投资
500亿元以上， 市政设施和房地产完成投
资3000亿元以上， 建筑业完成产值5000
亿元以上。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张欢

今年我省将建保障房33.3万套

经过一年多的静默，楼市行情在近期又表露出上升的趋势。
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变动情况，全

国70个大中城市中，53个城市同比上涨。我省长沙、常德、岳阳新建住宅价格均同比上涨。
春节期间，长沙楼市也出现热销，据长沙市房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春节7天长沙内

六区新建商品房网签182套，为去年同期的4.55倍。

相关新闻

国家统计局22日发布的1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显示，
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
去年12月略有减少，但同比上涨的城
市个数比去年12月有所增加。二手住
宅环比和同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去
年12月均有所增加。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认为，70个大中城市房价有涨
有落，呈现分化状态。当前市场供应
较为充足，保持房价稳定有基础。

未来房价走势如何，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刘建伟表示：“住宅市场供求
总体是平衡的，房价走势趋于稳定是
有基础的。”

刘建伟的这一判断源于两方面
数据。一方面来自保障房。他说，2013
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将基本建成
近500万套、新开工600多万套，城市和
国有工矿（含煤矿）、国有林区、垦区棚
户区改造以及非成片棚户区危房改造
还将新增大量的新建住宅。

另一方面来自商品房。 他说，统
计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住
宅待售面积为2.36亿平方米，同比增
长30.6%。若按照2012年全年销售9.85
亿平方米， 月均销售0.8亿平方米的
规模估算，库存的2.36亿平方米待售
面积可销售近3个月。

2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
工作，出台五项政策措施，同时要求
进一步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健全房地
产市场运行和监管机制，加快形成引
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刘建伟说：“随着这些政策措施
的迅速推进和有效实施，影响去年四
季度以来房价上涨的压力将会减弱，
房价尚不具备全面大幅反弹的基
础。” ■据新华社

保持房价稳定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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