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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9月1日，浙江台州商品房限购令正

式实施。这是一线城市之外，二三线城市
的第一个楼市限购令。

限购令要不要推广到县？能不能长
期执行？是不是伤及楼市？

作为楼市调控的重要手段，限购令向二
三线城市扩展，时间分水岭是今年8月中旬。

当时，住建部出台新增限购城市的5
项建议标准，对符合其中两项以上者，建议
列入新增限购城市名单。

尽管这仅仅是建议标准，但是二三线
城市的限购令，已然箭在弦上。

很快，8月下旬，台州发布楼市限购令，
成为二三线城市的第一个响应者。台州规
定，本市居民、外地居民能提供一年纳税或
社保证明者，可购买１套新建商品房。已
有两套住房的本市居民或已有１套及以上
住房的非本地居民，暂停新购住房。

谁将会是下一个？限购令会不会全
国统一部署？此番限购城市范围多大？
坊间一时传闻不断，购房者有的着急、有
的观望，开发商加紧造势促销。

成交量在局部的猛增，会否带来房
价的一时反弹？本轮楼市调控进入一个
新的关键期。

一问：要不要推广到县
编辑：8月中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下发文件，给出新增限购城市的5项建议
标准。9月1日，浙江省台州市正式实施
限购，打响了限购令扩大范围的第一枪。
台州为何会成为限购领跑者？

张大伟：实际上，台州出台限购令是
比较出人意料的。

台州房地产管理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台州住宅样本均价9949元/平方米，相比
去年12月住宅样本均价9761元/平方米，
涨幅约2%。台州的成交量基本维持在月
2000套左右，成交均价也在万元以下。

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5条限
购标准，比如房价涨幅较高，上半年成交量同
比增幅较高等，台州都不属于突出的城市。

如果以台州作为限购的标准，未来有
可能出台限购政策的城市将有40个左右，
尤其是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省的一些
地级市。

编辑：不少人猜测，台州此举，将导致
二三线城市尾随，引发新一轮“限购潮”。
果真如此吗？二三线城市的限购将扩大
至何种规模？会不会扩展到全国县级城
市？力度和措施预计将会和一线城市有
何区别？

朱中一：限购范围扩大到二三线城市，
是对原有调控政策的具体化和延续。一线
城市的限购标准是“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
应偏紧”，最近住建部出台的二三线城市限
购参考标准，基本上还是围绕这三项指标。

究竟哪些城市将限购，最终还是要由
地方政府来决定。作为楼市调控的手段
之一，限购政策在设计上应有梯级考量。

目前看，继一线城市之后，下一步主
要是二三线城市，暂时不会在县级城市大
范围推开。

当然，各地在参照有关标准，出台限
购政策的时候，应重点考虑实际情况。如
果是因为投资炒房的需求增加，那就应该
果断进行限购。

比方说某些县级城市，假如一段时间
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偏紧，也不排除

限购的可能。
记者：从台州出台的限购措施看，相比

北京等一线城市执行的政策要宽松一些。
从这两年一系列调控政策的执行情

况看，处在调控风口浪尖的一线城市，往往
政策力度最大，执行也最严格。

相比而言，二三线城市各项政策的实
际执行都比较宽松，很可能在执行过程中
有很多擦边球可打。

所以，限购政策要真正起到作用，主
管部门必须考虑怎样保证政策严格落实。

二问：能不能长期执行
编辑：老百姓都很关心，限购令会执

行到什么时候？这是临时举措，还是长期
政策？

张大伟：限购是本轮房地产调控开始
以来最有效果的政策。

北京等城市实行限购以来，楼市成
交量一路走低，成交价格下降的趋势也越
来越明显。

如果继续严格执行，房价进一步下降
几乎是肯定的。

限购范围扩大到二三线城市，对市场
的影响会比较大。本地投资需求和一线
限购城市的转移投资需求双重压力，使得
全国的房地产市场需求集合在二三线城
市释放。而二三线城市房价的继续上涨，
也影响了一线城市调控的效果。

朱中一：不少人猜测，限购是临时措施、
短期措施，很快就会结束。受宏观经济形势
的影响，政策甚至有可能转向。

但是，回顾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尤其
是近期把限购范围扩大到二三线城市，体
现了国家要把房地产调控坚持到底、毫不

动摇的决心。显然，如果调控不能达到预
期的目标，限购政策恐怕不会放松。

除了房价稳定的短期目标，调控的长
期目标是推动住房制度深化改革。如果
中长期制度改革跟不上，限购政策会继续
持续下去，持续时间至少将达到1—2年。

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部分
城市的投资投机型需求采取限购，是十分
必要的，也应该继续执行下去。

记者：限购令要推开到二三线城市，
也会面临不小的难度。

新的限购名单由各省自己确定，住建
部也需要与地方政府协商，这其中就必然
会存在博弈。

中央调控楼市的决心非常坚定，但地
方政府现在显然还难以摆脱对房地产业
的依赖。要让地方政府主动采取限购措
施，缺乏内在动力。

三问：是不是伤及楼市
编辑：一些人担心，限购这种行政手

段，有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会是什么？怎样缓解？

记者：限购作为一种需求管理的手
段，的确是无奈之举。

2009年年底开始房地产调控以来，
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在全社会流动性
充足的情况下，仅靠差别化信贷政策和增
加住房供应的措施，无法有效地遏制投资
投机性需求。

因此，每轮政策出台一段时间后，房
价都会出现反弹。限购令出台后，市场迅
速降温，并且稳定了半年多时间。

限购政策之所以到最后才出台，说明
其副作用也是存在的。限购是堵需求，而

没有疏导。这样，大量刚性住房需求就被
压制了。将来调控一旦放松，需求集中入
市，必然面临房价大幅反弹的风险。

限购使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冷
下来，而房地产市场内在的运行机制却没
有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对未来
的前景看淡，纷纷收缩战线。

从近期的数据看，房地产投资增速不
断回落，住宅新开工面积则大幅下降，这是
不太好的信号，意味着市场有可能出现“硬
着陆”，影响住房供应的增加。

朱中一：要降低限购可能带来的负面
影响，关键是如何利用好限购政策执行期
间，房地产市场比较稳定的大好时机，抓紧
进行制度改革，抓紧进行保障房建设。这
是一场赛跑，如果制度改革的步伐慢了，限
购的负面影响就会更大。

关键性的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土地招
拍挂制度改革、房产税改革、房地产金融制
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

近期，北京等地不断探索完善土地招
拍挂制度，房产税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试
点，这些都是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好消息。

从宏观角度看，还应该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
土地财政的依赖，实现良性循环。

只有这些制度改革跟上了，限购才能
真正起到作用，房地产调控也才可以说取
得了成效，我们为限购付出的代价也才是
值得的。

限购范围扩大到二三线城市，除了政
策本身的意义以外，也透露出积极的信号，
即要督促一些地方政府自觉与中央政策
精神保持一致。 据《人民日报》

商品房会不会全国限购?
——国内楼市“限购令”三问

省交警总队车管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相关规定，下列机动车已

达到报废年限，请各位车主及时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报废手续。
特此公告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11年9月7日

大型汽车 青海省茶卡盐厂 青H�00161
大型汽车 锡铁山矿务局 青H�00163
大型汽车 锡铁山矿务局 青H�00192
大型汽车 海西州德令哈 青H�00200
大型汽车 魏忠青 青H�00256
大型汽车 建行青海省 青H�00283
大型汽车 苏海鹏 青H�00310
大型汽车 孙旭光 青H�00311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宗务 青H�00315
大型汽车 天峻县肉食蔬 青H�00360
大型汽车 天峻县肉食蔬 青H�00361
大型汽车 锡铁山矿务局 青H�00363
大型汽车 华世俊 青H�00378
大型汽车 中国工商银行 青H�00392
大型汽车 乌兰县农牧工 青H�00401
大型汽车 天峻县公路 青H�00481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0559
大型汽车 左鸿雄 青H�00639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0654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0655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0656
大型汽车 姚华前 青H�00666
大型汽车 乌兰县粮油 青H�00684
大型汽车 海西州建筑 青H�00686
大型汽车 许立明 青H�00690
大型汽车 吕文虎 青H�00734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煤炭 青H�00735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煤炭 青H�00736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煤炭 青H�00737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运销 青H�00738
大型汽车 吕传常 青H�00743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煤炭 青H�00752
大型汽车 袁振辉 青H�00812
大型汽车 乌兰县客运公司 青H�00813
大型汽车 鲁衡鼎 青H�00821
大型汽车 田秋菊 青H�00834
大型汽车 张文龙 青H�00835
大型汽车 大柴旦行政委 青H�00836
大型汽车 道宏亮 青H�00839
大型汽车 韩金梅 青H�00855
大型汽车 乌兰县粮油 青H�00860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环境 青H�00893
大型汽车 冯晓 青H�00895
大型汽车 朱世涛 青H�00905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0910
大型汽车 海西自治州 青H�00911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0918
大型汽车 赵希学 青H�00919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0923
大型汽车 天峻县肉食蔬菜 青H�00946
大型汽车 中冶集团华冶 青H�00952
大型汽车 中冶集团华冶 青H�00953
大型汽车 青海省农牧机 青H�00956
大型汽车 乌兰县客运公司 青H�00958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0959
大型汽车 海西安驰汽车 青H�00962
大型汽车 郑益中 青H�00970
大型汽车 乌兰县康华农 青H�00971

大型汽车 乌兰县汽车队 青H�00978
大型汽车 海西自治州 青H�00979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汽摩 青H�00980
大型汽车 娄季青 青H�00983
大型汽车 寇臣善 青H�00984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自治州 青H�00985
大型汽车 海西自治州 青H�00987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0989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柏树 青H�00990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0992
大型汽车 天峻县粮食局 青H�00994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0995
大型汽车 朱世春 青H�00996
大型汽车 辛永君 青H�00997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小陶 青H�00998
大型汽车 李华平 青H�01006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1009
大型汽车 陈华民 青H�01018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1019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1020
大型汽车 青海省柴达木 青H�01021
大型汽车 王淑昌 青H�01022
大型汽车 青海省南八仙 青H�01023
大型汽车 天峻县江河乡 青H�01024
大型汽车 青海省海西州 青H�01025
大型汽车 中保人寿保险 青H�01054
大型汽车 柴达木水泥厂 青H�01062
大型汽车 马金元 青H�01070
大型汽车 永军 青H�01108

大型汽车 陈应龙 青H�01182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汽车 青H�01194
大型汽车 刘兰新 青H�01245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建材 青H�01247
大型汽车 海西汽车运输 青H�01268
大型汽车 马连举 青H�01272
大型汽车 铁顺龙 青H�01294
大型汽车 大柴旦行政委员会 青H�01306
大型汽车 马友智 青H�01314
大型汽车 李志洲 青H�01328
大型汽车 王春岭 青H�01330
大型汽车 董蓉生 青H�01363
大型汽车 乌兰县农牧 青H�01368
大型汽车 王金正 青H�01381
大型汽车 辜锡全 青H�01382
大型汽车 唐永贵 青H�01399
大型汽车 王桂菊 青H�01401
大型汽车 岳跃民 青H�01411
大型汽车 青海省德令哈 青H�01426
大型汽车 德令哈市汽摩 青H�01429
大型汽车 王生林 青H�01430
大型汽车 海西自治州 青H�01437
大型汽车 李国奎 青H�01456
大型汽车 吴克清 青H�01482
大型汽车 李宁 青H�01506
大型汽车 天峻县汽车队 青H�01507
大型汽车 马爱民 青H�01543
大型汽车 任玉章 青H�01545
大型汽车 王福寿 青H�01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