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也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 到2020
年， 我省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
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关键，深
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至2020年底，
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8%和40%
左右。

按照规划， 我省还将全面完
成棚改“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
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和政府购买棚
改服务， 提升保障性住房居住条

件和入住率； 并进一步结合精准
脱贫与农村环境整治推进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十三五”期间累计完
成121.89万户棚户区改造和180万
户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其中55万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年后城市
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原则上不低
于50%；至2020年底，城镇常住人
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达到23%。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我省还
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全力化解房地产库存， 用足用好
住房公积金， 建立购租并举的住

房制度，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力争在“十三五”期间，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长趋于平稳， 五年计划
投资12000亿元， 房地产市场供需
总量基本平衡；至2020年底，城镇
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3㎡， 农村人
均住房面积达到60㎡。

大力推进住宅产业化， 全省
创建5个以上住宅产业化示范城
市； 设市城市中心城市装配式建
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30%以
上，长株潭地区达到50%以上。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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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看民生”系列评论⑦

潮宗街，是迄今长沙市仅
存的3条麻石大街之一。 李建
国的日杂店在此开了二十多
年，家也是店面，面积一共60
多平方米。2016年11月， 潮宗
街集体拆迁，李建国在棚改购
房“大集市”中，选购了一套80
多平方米的两房，一家四口搬
进了宽敞明亮的电梯房，“平
房条件艰苦， 屋内常年潮湿，
容易滋生蚊虫和老鼠，我们年
纪大了也就习惯了。但是孩子
不行，我们希望他们能在健康
快乐的环境中成长，棚改则圆
了我们的住房梦。”

“圆住房梦”是不少人的共
同梦想，在高房价面前，这个梦
想的实现似乎特别的艰难，也
因此，有不少人望房兴叹，而更
有甚者，因为城市房价高企，不
得不黯然离开。同时，房价问题
也一直以来是民生的痛点，一
边是“炒房”的疯狂，一边是有
刚需的人群一房难求， 如何将
住房回归到“只是用来住的”这
一本质属性上， 政府部门这些
年来一直在作出各种努力同时
也获得了明显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住房和城乡建设事
业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成效尤
为显著。五年来，棚户区改造大
力推进，有6000多万棚户区居民
出棚进楼。同时公租房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有1900多万住房困难
的群众住进了公租房，城镇中低
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同时，国家坚持分类调控，因城
因地施策，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
任，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
施来稳定市场，一线城市和部分
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同比涨幅回落，三四线城市的

房价也趋于稳定。
同时， 各地也纷纷出台控

制房价的措施， 给老百姓“松
绑”。如长沙市就通过棚户改造、
限制房价、打击炒房、“长沙人才
购房及购房补贴”等一系列举措
将长沙的房价稳定在合理区间，
不仅让本地原住民、“夹心层”等
存在购房刚需又无力购房的人
改善了住房条件，更是吸引了大
量人才前来安家落户、 投资兴
业，可以说，稳定的房价带来的
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逃离北上广” 的现象一
度是个热门的社会议题。当不
少人高呼“逃离北上广”的时
候，其实就是城市高房价所导
致的“人才挤出效应”，除此之
外，有房者与无房者之间的资
产净值差距也越来越大，直接
造成了“无恒产者无恒心”这
一现实困境，甚至造成阶层流
动受阻。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
一衍生的社会问题，控制房价
就成了保障公平正义的有力
手段，当市场陷入不理性的时
候，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就
应该及时予以干预，让房地产
市场恢复理性。

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也让老
百姓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同
时，我国正在进行12个大中城市
住房租赁试点工作， 支持北京、
上海市积极探索发展共有产权
住房。房地产长效机制目前也在
抓紧研究制定。住房租赁市场的
立法工作也在抓紧推进，房地产
调控的效果将持续显现。

“住房梦”也是“中国梦”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人人得
以安居乐业，才能真正实现梦
想，才能真正构建出幸福和谐
的社会。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周奇，衡阳人，和大多数胸怀梦
想的小青年一样， 自2009年毕业
后， 他就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上
班， 靠着每月7000元的工资度日。
尽管收入不错，但深圳高企的房价，
让他始终没有找到归属感。

看到周边朋友一个个买房结
婚，周奇终于觉得还是长沙好！

2016年， 周奇毅然辞去工作，
和女友一起回到长沙。“没想到长沙
的房价也在‘奔跑前进’，在天心区
看了一圈， 准备在鑫远悦城购置一
套102㎡的小三房， 结果首付还差
10万元！”

“要不等等？或许房价会降呢！”
抱着尝试的心态， 周奇决定推迟购
房计划， 结果真等来了长沙限购政
策的靴子落地。“今年6月看房时，该
户型价格在8000元/㎡左右。随着限
购政策发酵，同一户型，9月8日均价
就降到了6900元/㎡，让我们刚需者
也买得起房。”谈到购房经历，周奇
感慨颇深。

和周奇一样， 对于在城市里打
工的人来说， 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
的房子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将利于
我们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

坚持“住房不炒”，让刚需族买得起房
力争“十三五”期间，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2020年我省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将达43㎡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房价合理，梦想开花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充分发挥了住房城乡建
设事业稳增长、 调结构、 促改
革、 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实现
“住有所居”的目标。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52.75%

我省城镇化速度和质量双
向提升。 全省城镇化率由2012
年底的46.65%增长到2016年
底 的 52.75% ， 常 住 人 口 从
6638.9万增加到6822万。 在农
村，危房改造开展得有声有色。
2013年至2016年，国家下达我
省危房改造任务69.86万户、补
助资金55.46亿元， 省级补助
20.96亿元，实际完成危房改造
75.27万户，完成率107.74%。

完成棚户改造251.85万套

安居方能乐业。 党的十八
大以来， 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历年计划任务均排在全国前
列， 全省自2012年以来共开工
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
改造251.85万套， 完成直接投
资4547.92亿元。

潮宗街， 因临原长沙西北城门
潮宗门而得名， 是迄今长沙市仅存
的3条麻石大街之一。在潮宗街巷南
边，李建国的日杂店开了20多年，家
也是店面，面积一共60多㎡。“以前，
由于房屋间距近，采光效果不好，遇
到阴天，家里一片昏暗。遇到雨天，
更是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

1992年，李建国与妻子在老房
里结婚，虽然房子已住了20多年，但
依旧没有多大变化。 然而就是这样
一间小房子，却住过三代人。

2016年11月， 潮宗街集体拆

迁，李建国也在棚改购房“大集市”
中，选购了一套80多㎡的两房，一家
四口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电梯房，“平
房条件艰苦，屋内常年潮湿，容易滋
生蚊虫和老鼠， 我们年纪大了也就
习惯了。但是孩子不行，希望他们能
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成长， 棚改圆
了我们的住房梦。”

“有了住房保障， 收入再低也有
自己的小家。” 李建国无限憧憬未来。
前几年，一双儿女为老两口再添了孙
子、外孙。李建国和老伴期待着在新房
子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畅享天伦。

限购让刚需者买得起房

棚改让老一辈有了“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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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市调控的高压态势下，长
沙炒房团逐渐消失了， 房地产市场
的潜规则也少了！”经历过开发商销
售套路的彭军感慨道。

6月，彭军看中了长沙东能华府一
套120多㎡的三居室， 并支付了5万元
认筹金。“当时，开发商承诺6月底开盘，
但到现在还拖延时间，并且以内部房的
名义向客户捆绑销售精装房，每平方
米多出2000多元的装修价格！”

彭军回忆说， 去年10月开始，
他就一直在长沙看房却处处碰壁，
“不过，长沙楼市调控政策一次次升

级，房地产市场明显健康多了。前阵
子，我陪亲戚看房，楼盘会在10日
内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
格，并以公开摇号销售商品房。”

对于捆绑精装修楼盘，早在6月
29日，长沙市政府相关部门就印发
了文件， 通知强调初始报建为毛坯
住宅的， 不予认定为全装修住宅预
售；申请全装修住宅，装修价格不得
超过毛坯价格的15%； 而对于拒绝
公积金的情况， 市民可直接拨打
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或12345市
民热线进行投诉。

房地产市场潜规则少了感受3

到2020年底，城镇人均住房面积43㎡

数读
“房住不炒”渐成现实

憧憬

11月2日，吉首市湘西经开区木林坪社区老营盘安置区繁花盛开，景色怡人。去年以来，湘西经开区按
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户回购”模式，实行“商业安置房+高层安置房”的安置方式，建成商业安置房10
套、高层安置房42套，现已可交付使用。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