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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视野economy 长沙房价高不高
楼市是否回暖？ 刚性需求者是等待观望还是现在出手？ 记者将长沙与中部其他省会城市进行

对比，溯源近年长沙房价的发展与变化轨迹，试图让购房者对长沙楼市价格有所了解———

———长沙楼市观察之二
本报记者 曹娴 陈淦璋

长沙房价高不高？ 这是不少人关
注的话题。

经历了 2009年 、2010年的暴涨
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长沙房价进
入僵持徘徊阶段。

中部6个省会城市
长沙房价居中

要衡量长沙房价高低，将其放在
中部6省来对比， 无疑是一种较为直
接客观的选择。

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对全国各重
要城市房地产市场进行监控， 其中的
百城住宅价格指数显示： 今年3月，长
沙市住宅样本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
6097元， 高于合肥市的每平方米5932
元、南昌市的每平方米5448元、太原市
的每平方米5656元， 低于武汉市的每
平方米7335元 、 郑州市的每平方米
6854元，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居第三。

再随机抽取2010年6月、2011年3
月的数据来看，长沙的住宅平均价格
一直都处于第四位，与前一位的差距
均为每平方米100多元。 尽管今年的
名次上升到了第三位，但与第四位的
合肥相差仍不过每平方米160多元 ，
与第二位的郑州则有每平方米近800
元的差距。

与房价排位居中形成对比的是，
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
入，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

统计显示，2011年， 长沙市的地
区生产总值为5619.3亿元， 仅低于武
汉市的6536.8亿元， 远高于郑州、合
肥、南昌、太原。

2011年，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
长沙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
均消费性支出排名均居首位。 其中，
去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26451元， 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
排第六位。 武汉、郑州、合肥、南昌、太
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高到低依次
处于25000元至20000元之间。

由此可见，与中部地区其它省会
城市相比，长沙房价并不算高。

“房价收入比”偏高

做完横向对比，再来看纵向对比。
3年多来，长沙的房价到底涨了多少？

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9
年长沙市内5区商品住宅均价每平方
米4123元；2010年长沙市内5区商品住
宅均价每平方米4907元。 进入2011年，
楼市调控愈发严厉， 但地产大鳄相继
布局二三线城市， 长沙部分楼盘的单
价已直蹿万元。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今年2月发布数据显示，去年长沙市内
6区商品住宅均价每平方米5989元。

再看长沙市民的收入水平。 统计
显示，2009年至2011年， 长沙全年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0238
元、23000元、26451元。

房价与居民的收入是否相适应？
各国、各地以及专家们有着不同的计

算方法，其中最为常用的就是 “房价
收入比”这一衡量指标。 即通过一个
地方或城市每户居民的家庭购房总
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来评判一个
地区居民购房的支付能力。

将长沙今年4月份的住宅均价取
整 ，按每平方米6000元计算 ，以最近
两周长沙网签住宅平均单套成交面
积在100平方米左右为标准， 一套房
产的总价约60万元。 去年长沙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51元，以3口
之家计算，年收入约8万元。 按照60万
元计算，房价收入比达到了7.5：1。

关于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有
国际机构曾提出4∶1至6∶1的区间。 鉴
于国内外对家庭收入、房屋成套面积
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国内有学者曾提
出我国房价收入比的合理范围应该
是4∶1至9∶1之间。

然而 ，不容忽视的是 ，绝大多数
购房者都是采用按揭方式，而非一次
性付款 。 一套总价60万元的首套住
房 ，首付3成为18万元 ，贷款42万元 。
以商业贷款计算 ，若按揭20年 ，需支
付利息36.4万元， 还款总额为78万多
元 ；按揭时间为25年 ，则要支付利息
47.4万元，还款总额高达89.4万元。 因
此，如果考虑住房贷款因素 ，这套房
产的总价至少需要96万元，房价收入
比就提升至12∶1。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长沙市
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根
据长沙市城镇住户700户抽样调查资
料显示，2011年， 长沙市高收入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681元， 低收入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51元 ，两
者相差33500多元， 比2010年又增加
了近3600元。 可以说，在不断上涨的
房价面前，低收入的刚性需求群体显
得越来越无力。

住房刚需者仍在观望

记者注意到，在第33届长沙市房
交会上 ， 房价相对较低的楼盘展位
前，人气明显旺盛不少。 只是一经咨
询，消费者往往都难免失望。 此次参
展的多为郊区盘。 “幸福庄园”是本届
房交会上唯一一个价格 “3” 字头楼
盘，却远在暮云镇。 从汽车南站出发
还有11.2公里，驾车需25分钟左右。

而比 “幸福庄园 ”离长沙城区稍
“近”的几个楼盘，如“金房奥斯卡”在
芙蓉南路经省政府往南还有3.4公里，
“宏聚地中海”则位于省植物园以东、
时代阳光大道与万家丽路交汇处，这
两个楼盘均价都在每平方米5600元
至6300元之间。

参加工作4年多的小陈正在为婚
房做准备，若选择上述楼盘 ，他计算
了一下： 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按
每平方米6000元计算， 首付3成也需
14万多元。 他说，自己和父母的积蓄
加起来，勉强能够凑上首付，“但以后
上班可就远了。 ”这是小陈最大的顾
虑。 长沙楼市是否探底，应该继续观
望还是适时出手？ 房交会上，像小陈
这样的年轻人仍在犹豫观望。

登顶中国企业家“奥斯卡”

我省3人当选
“全国优秀企业家”

本报5月14日讯（通讯员 李运先
记者 唐爱平 李文峰）在刚刚结束的
2012年中国企业家年会上，江南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振伟，南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宗祥，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总裁吴佳林，荣获2011-2012年度
“全国优秀企业家”荣誉称号。 全国共
有116人获此殊荣。

中国企业家年会由中国企业联
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中国企业管
理科学基金会联合主办，大会评选出
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是目前国内最
具权威和公信力的企业家评价榜单，
被称为中国企业家的“奥斯卡”。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蒋文龙 卢波

陈景茂：加快江永县域经济转型
发展，必须立足现有基础，树牢特色
理念，在质上求突破，努力开创一条
彰显江永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陈景茂在江永工作了整整12年。
近日，他欣喜地告诉记者，近几年来，
全县上下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大力实
施“政策活县、产业兴县、生态立县、
依法治县”战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势头强劲，生产总值逐年递增13%以
上， 财政总收入逐年递增30%以上，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逐年递增40%以
上，综合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为传统农业县，江永如何在产
业挤压的新形势下实现经济社会转
型跨越发展？ 陈景茂指出，江永是山
区农业小县。 因土壤中富含“硒”元
素，盛产“香型”农产品，先后被评为
“中国香柚之乡”、“中国香芋之乡”和

“全国生态示范县”， 最近又被列为
“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 但是，经济
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效益不高、产业
化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加快江
永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必须要立足现
有基础，树牢特色理念，不在量上做
文章，要在质上求突破，努力开创一
条彰显江永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产业兴则经济强”陈景茂接着
说，保持江永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
头 ，要立足县情 ，抢抓机遇 ，发挥优
势，突出特色，坚定不移地实施产业
兴县战略。 一要做特做精品质农业。
抢抓江永被列为“全国蔬菜产业重点
县”契机，全面整合香柚、香芋、香米、
香姜“江永四香”和“富硒香型农业”
品牌，加速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
和品牌化生产，促进品质农业提质增
效，力争供港澳果蔬出口量继续保持
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二要做亮做强
生态工业。抢抓湘南地区获批全国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良好机遇，加快
构建全省首家绿色食品工业区、火车
站工业区和龙洋粉体工业区 “三区”
工业平台体系，增强承接产业转移能
力。重点扶持祥瑞科技实施后续扩建
项目和龙洋粉体工业区，做大做强食
用菌生产基地和高分子碳酸钙产业
基地。 三要做活做旺文化旅游。 抢抓
江永被纳入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范围、被评为“中国最美小城”50强和
“全国最具文化品位的10个小城”等
机遇。 大力宣传推介瑶族古都———千
家峒、千年古村———上甘棠、千古之
谜———江永女书“三千文化”特色旅游
品牌。着力打造千家峒“龙头景区”、女
书园“金字招牌”、上甘棠“名片景点”
和万亩香柚田园风光 “休闲胜地”，做
活做旺文化旅游产业。

电子普通护照今起启用
全省各级出入境

办证窗口均可办理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黄纯芳）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我省将于
5月15日正式启用电子普通护照。

与以往护照相比，电子普通护照
具有提高我国普通护照防伪能力、提
升我国普通护照信誉度、改善持照人
通关环境等3大优势， 使用电子护照
将像刷卡一样便捷。 今后，全省广大
群众可以到各级出入境办证窗口办
理电子护照。

电子普通护照采用了以“辉煌中
国”为主题的图案元素，并采用常光、
荧光及水印3种图案形式共同表现主
题。 其中常光、荧光图案分别选择了
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香港、澳
门、台湾具有地域性代表的元素进行
设计，并通过“天安门 ”、“长城 ”、“天
坛” 等3个代表国家形象的元素进行
联接；水印图案选择的是我国56个民
族的人物形象，从人文的角度将地域
性元素连成一体。

严防林业“生态杀手”
我省启动植物检疫“绿盾”行动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向东）今天，
省林业厅在浏阳市启动“绿盾2012”全省林业植物检疫执
法检查行动， 严厉打击违法调运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
为，防范松材线虫等“生态杀手”入侵。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共有8种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
侵我省，对森林资源、生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其中，2003
年首次发现入侵我省的松材线虫， 是危害松树的一种毁
灭性病虫害， 致死性极强， 松树感染后最快在40天内枯
死，且该病虫害传播速度快、很难防治，堪称林业生态“头
号杀手”。

据省林业厅安排，此次“绿盾2012”专项执法行动的
检查重点主要包括农村电网改造所用电缆盘， 移动、联
通、电信等企业购进的光缆盘，重点建设工程机械设备、
摩托车等产品的木质包装， 以及园林园艺公司从省外调
运的苗木花卉等，防止其携带林业有害生物入侵我省。 专
项执法检查行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底。

省森防总站站长刘跃进提醒， 我国沿海一些省份既
是电缆、光缆等产品的重要产区，也是林业外来有害生物
成灾疫区，企业从这些地区购买相关产品时，要注意产品
木质盘、木质包装等是否有植物检疫，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易禹琳）
记者今日上午获悉，连续举办了六届
的中国中部地区投资贸易博览会将
于5月19日首次在张家界举办旅游投
融资洽谈会。 中部6省将重点推介旅
游招商项目74个，发布各类融投资旅
游项目700余个，75个融资项目将现
场签约，签约总金额达1030亿元。

据省旅游局局长杨光荣在第七届
中国中部地区投融资洽谈会暨2012中
国旅游日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上介
绍， 本次旅游投融资洽谈会是第七届
中博会系列重大活动之一， 参会的投
资商大大超过预期。 以境外投资商为
主体，世界旅游组织驻华代表、洲际旅
游集团、香港汇升有限公司、香港飞利

达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国际品牌旅游
集团和战略投资商、部分世界500强企
业和跨国集团代表等将出席， 国内重
大旅游投资商、中部6省重点旅游企业
主要负责人、 国家旅游局、 国家商务
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开发银行、湖南
省各大银行机构代表共600余人将出
席旅洽会。 重点推介的旅游投融资项
目超预期，达74个，发布各类融资旅游
项目700余个。 我省将重点推介11个。
预计签约金额超预期，75个项目总金
额达1030亿元。 其中湖南签约项目28
个，签约总金额达341亿元。

记者同时获悉，5月19日，国家旅
游局将在张家界举办中国旅游日主
题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肖强）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
安交警支队获悉，为保证中博会期间
长沙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
境，交警部门将对部分区域和路段实
行交通管制措施。

中博会期间，交警部门将重点加
强对三一大道、岳麓大道、五一大道、
湘江路、八一路、解放路、人民路、韶
山路、芙蓉路、劳动路、车站路、营盘
路、万家丽路、东二环、南二环、长沙
大道、 机场专用道以及橘子洲大桥、
银盆岭大桥、猴子石大桥、营盘路湘
江隧道等道路和过江通道的管控，对
部分区域和路段将实行限时限号、限
时限行以及城区外围和二环线限时
限车种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

同时， 将在城区外围设置33个卡
口，禁止禁行车辆驶入城区，并在城区
交通压力过大时， 实施临时性的卡车

分流。 5月17日至20日，原核发的货运
机动车辆禁区通行证暂停使用， 所有
货运车辆、专项作业车、混凝土搅拌车
等车辆一律实行夜间货运， 只在每天
的零时至次日7时的时段内通行。

公安交警部门表示，对违反“单
双号” 规定的车辆和闯禁的货车，将
坚决依法予以纠正处罚，对于因交通
管制给广大市民带来的交通不便，希
望大家给予谅解支持，并请广大机动
车驾驶人和周边来长办事机动车驾
驶人及外地过境机动车驾驶人，注意
详细了解相关交通管制措施实施的
时间和管制具体区域及路段，合理选
择出行时间和线路。

通讯员 雷建芳

5月13日是母亲节。 当天上午8
时， 郴州市中心血站内响起一阵又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一位B型血
妊高症产妇血小板计数极低， 严重
危及生命，急需输注血小板。 ”电话
那头，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医
护人员急切地向中心血站工作人员
求助。

“紧急准备采血。 ”因为血小板
的保存期最多只有5天，为防止宝贵
的血液资源浪费， 一般血站不做库
存， 而是按照卫生部门要求在预约
48小时内供应临床。 接到求助电话
后， 血站站长李孟祥立马通知所有
相关科室人员紧急准备采血。 10分

钟之内，血站机采室 、检验科 、发血
科等科室工作人员全部到位， 展开
了一场生死大援救。

“你好 ，这里是中心血站……”
血站4名机采工作人员向外拨打了
近100个电话，终于成功预约到4位B
型机采献血者。 刘雁冰是郴州市的
一位固定无偿献血者，从去年以来，
他基本每月都会到血站献一次血 。
接电话时，他正陪母亲买菜，准备周
末亲自下厨， 给母亲过个温馨的节
日。 得知病人也是一位年轻的母亲
后，没有一丝犹豫，他直接从菜市场
赶到了血站。

经过初检，2位献血者符合机采
条件， 一个半小时后，3人份的血小
板采集完成。 此时，已经临近中午12

时。
下午3时20分，检验科血液检测

结果显示，上午采集的3人份血小板
合格。 3时35分，血小板经过入库以
及出库操作， 装入专用血小板运输
箱，通过急救送血车送往附属医院。

3时43分，急救送血车到达附属
医院。 3时52分，病危产妇冯诗诗终
于输上了救命的血小板……

下午5时 ， 冯诗诗的主治医生
告诉笔者， 幸亏输血及时， 病人已
经脱离危险。 冯诗诗的丈夫表示 ，
得知很多热心人士为爱人献血出
力， 感觉特别温暖， 十分感谢这些
热心人士。 等宝宝长大了， 他一定
要教育她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用
爱回报社会。

■县（市、区）委书记谈发展

开创彰显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
———访江永县委书记陈景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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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旅游融资项目集聚湖南
75个项目签约金额将超1000亿

中博会期间省会实施交通管制
部分区域和路段将限时限号、限时限行、限时限车种通行5月13日，一位年轻的母亲，因产后失血过多，急需输入血小板，郴州市

中心血站紧急行动，全城寻找献血者———

母亲节，血“输”浓情

5月12日 ，
永州市零陵区
湖南科技学院
生活学习用品
二 手 交 易 市
场 ，生意火爆 。
离 校 前 夕 ，该
校毕业生纷纷
将生活学习用
品 推 向 市 场 ，
提高物品的利
用率。
周平尚 林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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