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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晚，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正式发
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提出 6方面共
16条措施，被业界称为“金融 16条”。对
于这些措施，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均表示，
其力度之大、内容之全，对于当前房地产
市场会产生积极且重要的影响。

鼓励金融机构确定房贷首付
“金融 16 条”具体提出了六部分内

容，包括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积
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积极配合做
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依法保障
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阶段性调整
部分金融管理政策、加大住房租赁金融
支持力度。

在“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部
分，房贷族更为关心的个人住房贷款
被提及：支持各地在全国政策基础上，
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合理确定当地个人住房贷款首付

比例和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金融机构结
合自身经营情况、客户风险状况和信
贷条件等，在城市政策下限基础上，合
理确定个人住房贷款具体首付比例和
利率水平。

今年以来，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趋于
宽松，房贷利率降至历史低位，部分城
市房贷利率跌破 4%。“此次政策对于个
人房贷投放落实了更加宽松和高自由
度的规定。”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认为，后续类似“减 30 个基
点”的地方操作或将增加，二套房贷利
率或也存在下调的空间。

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
“保交楼”一直是今年稳楼市的重

点工作之一，此次“金融 16条”也将其作
为一部分单独提及，表示支持开发性政
策性银行提供“保交楼”专项借款，封闭
运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持已售逾

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加快建设交付，并鼓
励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

此外，“金融 16条”还表示积极配合
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做好房
地产项目并购金融支持，积极探索市场
化支持方式。

“这些政策给房地产市场吃了一颗
‘定心丸’。”植信投资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马泓表示，例如“积极配合做好受困
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方面，主要聚焦
在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
合理运用并购贷款及其他不良资产处
置方式，有效有序化解风险，推动加快
资产处置节奏。今年末，房企整体融资
环境出现了有利情形，风险进一步扩大
的概率正在下降，“相信购房者信心有
望得以修复，在年内剩余时间内房地产
市场有望逐步触底企稳。”

一批落地项目及时推进
多名业内人士均解读表示，“金融

16 条”并不意味着楼市政策转向，而是
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金融管理部
门把一揽子稳楼市、促发展的政策措
施落实、落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

“一揽子”措施出台后，落地项目也
在扎实推进。23日，中债增进公司在民
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支箭”）政
策框架下，出具对龙湖集团、美的置业、
金辉集团 3 家民营房企发债信用增进
函，拟首批分别支持 3家企业发行 20亿
元、15亿元、12 亿元中期票据。“房地产
业关联很多上下游行业，其良性循环
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招联
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下一步
应继续调整优化房地产金融政策，延
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过渡期；支
持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
展期等。

据新华网报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记者
黄垚）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6 日至 30
日，我国将出现寒潮天气，大部地区气
温将暴跌。

11 月中旬以来，一直没有强冷空
气影响我国。监测显示，过去 10天，全
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2℃
至 4℃，部分地区偏高 4℃至 6℃。受本
轮寒潮影响后，大部地区气温将转为
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

据介绍，此次寒潮不仅影响范围
广、降温剧烈、风力大，还将伴有雨雪
天气。预计 26 日至 27 日，寒潮天气将
率先影响新疆、甘肃西部和内蒙古西
部等地，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 10℃至
18℃，局地下降 20℃以上；上述地区将
有 6至 8级偏北风、阵风 9至 11级。

28 日至 30 日，寒潮天气将东移南
下，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中东
部大部气温将下降 8℃至 14℃，局地降
温幅度可达 16℃以上，长江中下游以
北大部地区将有 5级至 7级偏北风，阵
风 8级至 10级。

冷空气前锋过后，日最低气温 0℃
线将逐步南压到长江中下游至贵州南
部一带，日最低气温零下 10℃线将位
于辽宁南部、北京西部至甘肃东部一
带。

雨雪方面，预计 25 日至 26 日，新
疆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雪，局地
有大暴雪；27 日至 30 日，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黄淮、江
汉、江淮等地先后有雨转雨夹雪或降
雪，湖南、湖北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
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大部地区降温剧
烈且风力较大，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
做好保暖措施，同时还需防范雨雪天
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
球伙伴关系研讨会 24日闭幕。研讨会
期间，我国深空探测的成果与未来规划
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亮点？火
星探测会进行采样吗？深空探测还有
哪些重点任务？围绕本次研讨会相关
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吴伟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未来要在月球干三件事
记者：我国探月工程已圆满完成

“绕、落、回”三步走目标，未来在探月
方面还将有哪些“大动作”？

吴伟仁：在未来 10年至 15年，我们
国家准备在月球上干三件事，第一件事
是我们现在准备实施的探月工程四期，
规划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
任务。嫦娥六号准备在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如果成功了，会是人类的又一次壮举。

2020 年底，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从
月球正面采回 1731克月壤。我们希望
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集更多样品，争
取实现 2000克的目标。

嫦娥七号准备在月球南极着陆，主
要任务是开展飞跃探测，然后是争取能
找到水。在月球南极有些很深的阴影
坑，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有水的，只不过它
终年不见阳光。如果见了阳光，水就挥
发了。因为终年不见阳光，那里的水就
可能以冰的形式存在。我们希望嫦娥七
号着陆以后，能够飞跃到这一到两个阴
影坑里面去现场勘查，看能不能找到水。

嫦娥八号准备在 2028 年前后实施
发射，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将会组成月

球南极科研站的基本型，有月球轨道
器、着陆器、月球车、飞跃器以及若干
科学探测仪器。一方面是找水，还有一
方面就是探测月球南极到底是一种什
么状态，以及它的地形地貌，它的环境
还有什么物质成分，这是我们月球南极
科研站的基本型的重要任务。

在月球上要干的第二件事，是与其
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在 2035 年前建
成国际月球科研站。我们想动员大家
和我们联合起来，进行联合设计、联合
勘察、数据共享、共同管理。

我们要干的第三件事，是以月球为
主要基地，建立集数据中继、导航、遥
感于一体的月球互联网。这些形成一
体化后，可以对月球上的一些资源和探
测器实行有效管理。如果再往后面延
伸，火星也可以像这样。
重型运载火箭助力我国行星探测工程

记者：天问一号陆续传回的火星影
像备受社会关注，未来我国行星探测工
程有着怎样的规划？

吴伟仁：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现在是
以火星探测为主，计划在未来 10 年到
15年，对火星上的土壤进行采样返回。

此外，还准备开展木星系及天王星
等行星际探测。未来还将开展太阳探
测，以及太阳系边缘探测。我们希望能
够发射中国的探测器，走到太阳系边缘
地区，看看太阳系边缘地区太阳风和宇
宙风交汇的地方是什么样。

要实现火星采样，要把人送上月球、
送上火星，都要靠运载火箭。我们计划
研制一种更大推力的运载火箭。长征五

号是目前我国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现
在研究的重型运载火箭推力能够达到
4000吨，是长征五号推力的约 4倍，这已
列入我国深空探测的日程表上。运载火
箭在整个深空探测任务中的分量很重，
作用也很大。可以说我国火箭的运载能
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未来既要对小行星采样
还要对小行星防御

记者：除探月与探火外，我国在深
空探测领域还有哪些重点工程？

吴伟仁：小行星探测也是重要工
程，我国计划在未来 10 年至 15 年开展
小行星采样。这个过程很有趣，因为小
行星太小了，探测器不能像在月球上那
样着陆，要慢慢挨上去，再在它上面采
样，带小行星样品回到地球，这样我们
就知道小行星是由什么组成的。

此外，我国还准备开展小行星防御
任务。如果小行星撞击地球怎么办？
我国正在制定这方面的发展规划，对小
行星进行探测、预警。如果预测它轨道
出了问题，将会进行在轨处置，最后再
进行救援。我们总结为“探测、预警、
处置、救援”八字方针，这是我们国家
的整体规划。

具体是怎么处置呢？假如我们现
在准备实施一次对小行星的防御任务，
它从火星意外飞过来了，这个过程我们
预测了它会对地球造成严重威胁，就先
要发射探测器对它进行探测，探测后确
定它的轨道，然后再根据探测情况发射
一个撞击器，从而改变它的轨道。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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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一揽子新举措

“金融16条”促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未来探月工程还有哪些大动作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展望未来中国深空探测前景

这是正在进行主塔封
顶施工的引江济淮金寨南
路 桥（11 月 24 日 摄）。 当
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引江
济淮工程江淮沟通段金寨
南路桥主塔封顶。该桥跨
越引江济淮工程航道，全长
635 米，设计为独塔斜拉桥，
此 次 封 顶 的 主 塔 塔 高 112
米。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
江、淮河两大水系，是我国
跨流域、跨省重大战略性水
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入冬以来
最强寒潮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