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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
显示，2018 年 1-5 月，全国房地产
调控政策发布次数多达 159次，比
2017年1-5月增加60%。

其中，5 月份，全国超过 40 个

城市发布调控政策，当月累计多达
50次，单月房地产调控政策次数刷
新了历史纪录。

记者注意到，5月份发布调控政
策的城市有武汉、江门、哈尔滨、长沙、

佛山、北京、石家庄、东莞、威海、贵阳、
长春、丹东、太原、成都、聊城、重庆、三
明、宁波、天津、银川、珠海、济南、厦门、
德州、西安、大连、福州、青岛、惠州、赣
州等，主要以三四线城市为主。

40城、50次！5月楼市调控政策发布次数创纪录

据中国之声 《新闻晚
高峰》 报道，高考刚结
束，复读招生便悄然开
始。河南一些高中和专业
复读学校还设置了服务
台，吸引了不少考试不太
理想的考生前去咨询复读
事宜。对此，教育界业内
人士表示，选择复读更需
综合考量，并不是每个考
生都适合复读。

虽 然 高 考 才 刚 刚 结
束，但记者在河南一所专
业的高考复读学校里采访
发现，六十平方米的咨询
室里已是挤满了前来咨询
的家长和学生。考生李铭
告诉记者，刚结束高考，
和妈妈来咨询复读课程，
提前准备下一轮考试。

该复读学校招生负责
人宫世浩告诉记者，其实
从高考第一天开始就有不
少家长前来为孩子咨询复
读的相关事宜，为此，他
们学校也根据家长和学生
需求准备开展特长班、基
础加强班、文化课专业加
强班等多项“新业务”。

记者留意到，短短几
天时间里，不少复读学校
的预约登记人数都在迅速
增加，部分学校的预报名
人数已有数百人。某复读
学校老师高明华表示，由
于今年是“千禧宝宝”扎
堆参加高考的时间，所以
从总体上来说，参加高考
的考生人数较前两年相比
增加不少。就近三五年的
情况而言，今年的高考生
人数最多，整体比例上
升。另外，艺术生和成绩
比较好的学生，更加看重
文化课，希望再磨砺一

年，目前报名情况比想象
的要早、要多。

河南省新乡市某高中
招生处王老师认为：“首
先要有目标，比如今年能
上哪个层次的学校，复读
一年，大概能上哪一层次
的学校，有多大把握，往
年就出现过复读一年分数
也没太大变化。”

每年高考过后都会引
发一轮复读热，今年复读
班早早热起，也引起社会
热议。河南师范大学基础
教学研究员田清玥表示，
复读热潮比往年来势早并
且声势浩大，也从侧面反
映了学生和家长对优质教
学 资 源 的 渴 望 和 向 往 。

“以前一些学生和家长可
能认为能上大学就行，复
读会耽误一年时间，不如
早就业到社会上历练，但
是现在很多人思想都从有
大学上变成了希望上一个
好大学，大家对教育学习
资源，包括专业文凭都有
了更高要求，算是更重视
教育的体现。”

河南师范大学基础教
学研究员张敏建议，面对
高考后的复读热，即使考
生自我感觉考试不佳，但
也不要立即参加复读，应
当在高考分数公布后结合
各科成绩基础进行综合考
虑复读能提升的分数空
间，再选择是否复读。建
议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自
己的成绩是否通过努力获
得的，包括身体和心理素
质等方面都应综合考察，
再进行选择。

据央广网

高考刚结束复读热潮涌起
业内人士：需综合考虑是否适合再选择

记者 10 日从民政部
获悉，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自 2008 年起
实施以来，已有32.6万余
人通过考试取得了社会工
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据介绍，这些专业人
才分布于社区服务、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公益慈
善、防灾减灾、心理健
康、矫治帮教、职工帮
扶、青少年事务等多个与
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密切
相关的领域，在促进完善
社会服务体系、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引领社会向上
向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6 月 9 日 至 10 日 ，
2018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
业水平考试在各地举行。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
10日到北京考区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卫生学校考点巡
考时介绍，2018 年全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
考总人数为 42.45万人，增
长率达27.6%。其中，报考
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为浙
江、广东、江苏。据新华社

全国已有32.6万余人
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

5月40城共发50次楼市调控政策
更多城市或摇号买房 刚需和无房户将优先选择房源

5月全国各地楼市
调控政策发布次数刷新
单月纪录。为何政策发
布如此频繁？这一波调
控有哪些新变化？房价
未来会怎么走？这都是
民众颇为关注的问题。

4 月底和 5 月初，住建部分两
次约谈西安、海口、三亚、长春、哈
尔滨、昆明、大连、贵阳、徐州、佛
山、成都、太原等 12个城市。被约
谈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中西部，
以及出台自由贸易政策的海南，而
不是房地产市场传统的一线和强
二线城市。

目前，被约谈的佛山、哈尔滨、
长春、贵阳、成都、太原等城市已出
台调控政策予以回应。多位业内
人士分析，这代表住建部“预警-约
谈-问责”机制的落地实施。

易居研究院报告显示，5月份，
7 个本轮调控较严的三四线城市
(限购或限贷)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减

少 2%；11 个本轮未调控或弱调控
(仅限售)的三四线城市新房成交面
积环比增加20%。

上述报告中的 18个三四线城
市为：扬州、东莞、温州、岳阳、无
锡、襄阳、泉州、淮安、金华、汕头、
肇庆、惠州、烟台、舟山、韶关、珠
海、中山、徐州。

张波指出，“因城施策、分类调
控”的政策还将持续，房价上涨明
显城市的调控力度会加强。限购
力度并不会减弱，限购加码的城市
还有可能增加。

“供需紧张、房价上涨的城市
均有可能会实行摇号购房，预计未
来将有超过 20个城市会执行官方

摇号的售房政策。在摇号时，刚
需、无房户将优先选择房源。”张大
伟说。

张波也认为，在楼市调控的大
背景下，一定会有更多城市跟进摇
号买房，摇号买房会出现在两类城
市，一类是楼市热度较高的城市，
包括房价上涨压力较大、供需矛盾
突出的城市，以新一线城市和部分
热点三四城市为主；另一类是存在
较多楼市乱象亟待规范的城市，违
规现象包括捂盘惜售、收取“茶水
费”、未公示开盘房源等，通过摇号
可以同步加强规范。

据中新网客户端

未来如何调控？更多城市买房要摇号吗？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发布调控
政策的内容包括收紧限购和限售、
强化商品房预售价格管理、调整贷
款比例、发展租赁市场等。

例如，哈尔滨规定，对主城 6
区 3年内新购商品住房实施限售；
成都提出，将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
整为家庭；东莞对原限价政策升
级，规定新房售价一经备案不得上
调；青岛提出，支持房企将经营方
式从销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将

新建商品房项目中长期持有的部
分房源用于租赁。

相比传统的限购限贷，今年楼
市调控一大变化是，实施摇号购房
的城市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已有
南京、上海、长沙、成都、武汉、西安、
杭州7个城市发布了摇号购房政策。

5月，一些摇号购房城市的部
分楼盘出现排长队买房、中签率创
新低，甚至违规操作的现象。例
如，由于报名人数太多，杭州部分

楼盘中签率低于 10%，有的热门楼
盘中签率甚至不到2%。而西安某
楼盘公开摇号时存在违规销售行
为，部分公职人员受到处分。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
析师张波说，摇号可保障购房者更
为公平地获得购房权利，也能从侧
面打击收取“茶水费”、内部关系买
房等行为。抢号和中签率低并不
是摇号制度本身的问题，是由于新
房限价，比二手房价格低。

这一波楼市调控有何新变化？

地方棚改政策带动了三四线
城市的住宅销量，一季度部分三四
线城市推进棚改力度仍然较强。
川财证券报告指出，国家通过货币
补偿盘活棚户区居民不动产资产，
大幅提升居民购买力，拆迁同时也
创造了居民住宅需求和地产下游

消费需求。
“各地人才政策吸引人才过来

之后，也增加了购房的需求，供需
紧张带来房地产市场的上涨预
期。”张大伟说。据不完全统计，仅
5月份，就有南昌、呼和浩特等超过
15个城市发布了人才政策，其中近

半是三四线城市。
“政策相对宽松、需求外溢等

因素仍将支持三四线城市保持一
定热度。”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业强说，但随着
去库存政策逐渐退出，预计下半年
三四线市场调整将会出现。

三四线、部分二线城市楼市为何升温？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说，近几个月，虽然一二线热点城
市房价依然平稳，但三四线城市房
价出现波动，这是政策密集发布的
最核心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一
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分

别持平和下降，三线城市新房和二
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5月份房价变化情况如何？国
家统计局根据日程安排在 6 月 15
日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
价格月度报告》将给出答案。

不过在成交量方面，楼市正出

现交易回暖势头。据易居研究院
监测，5月份 40个典型城市成交面
积环比增加12%。4个一线城市新
房成交面积环比增加29%；18个二
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增加
11%；18个三四线城市新房面积环
比增加12%。

为何政策发布如此频繁？

摇号购房（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