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1日，长沙市开福区油铺街，市民在暴雨中行走。当天中午，长沙下起持续约2小
时的暴雨，21日至23日省内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湖南强降雨较为持久，需注意防范洪涝及滑坡、泥石流等各种
次生灾害及城市内涝的发生。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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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王文）《湖南日
报》连日刊发的“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系列评论引发强烈反响。6月21日起，
长沙两房产中介机构上千家门店停业整顿。

今天上午， 长沙市住建行政执法局召开
全市房地产中介机构联合检查约谈会， 对长
沙安居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新环境房
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中环地产顾问
有限公司、 长沙链家立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湖南邦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市创道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中名置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长沙我爱我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原（湖南）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湖南新梦
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湖南乐有家房产经
纪有限公司、 长沙市择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湖南联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广州裕丰
地产长沙分公司、 湖南房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湖南乐嘉经纪有限公司等16家中介机构
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约谈会上，集中学习了
《湖南日报》6月19日至21日刊发的署名晨风
的“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系列
评论员文章， 并决定对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
纪连锁有限公司和湖南中环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采取整改措施， 要求两家公司旗下长沙所
有门店（总数上千家）停业整顿两个星期。

中交中央公园、中央美郡、中建梅溪湖中
心、中冶中央公园等4家因“捂盘惜售”被约谈
的楼盘开发商也表示， 正在加紧办理预售手
续，将3000余套房源推向市场。记者从长沙市
住建行政执法局了解到，目前4个楼盘共计有
3047套房源主体均已封顶， 并进入申请询价
阶段。 其中， 中交中央公园目前有1464套住
房，主体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工程装修，询价
已完成，6月13日上报长沙市发改委、 市住建
委；中央美郡有294套房源主体已封顶，目前
正在申请询价；中建梅溪湖中心691套房源主
体封顶，目前申请询价待审批；中冶中央公园
598套房源，主体封顶，已进入价格会商阶段。
中冶长天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孝群承诺，
将严格按政府审批价格，迅速将3期产品推向
市场、公开发售；同时还将原计划进行精装房
销售的14#、15#栋，也将按此次批准的毛坯价
格一并推出， 预计可推出588套刚需房源，户
型面积在78至128平方米之间。

长沙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长

沙市集中精力、加大火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
措施，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重点对
已监制价格未申报预售许可的47个项目、
18491套、254万平方米新建商品住宅建立台
账， 动态跟踪督促立即入市； 对45家拖延入
市、 媒体点名以及全国百强的开发企业集中
约谈，并重点督办，要求具备预售条件的项目
集中在6月至7月组织入市；以区为主，对在建
开发项目进行摸底排查， 集中帮助解决项目
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6月1日至15日，市内
6区完成商品住房价格监制6612套、68.46万
平方米，批准商品住房预售3889套、38万平方
米。同时，住建、发改、工商、税务等部门组成
多个联合执法组，展开地毯式检查行动，严厉
打击炒房行为。6月4日以来， 共计检查了112
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及门店、25家房地产开发
企业及60个开发项目。 公安部门对违规落户
浏阳的92人作出退回原籍的决定。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长沙市将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房
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进
一步稳价格，稳预期，保刚需，实现“房住不
炒”的目标。对“炒房”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依
法查处假借落户之名、假借人才之名、假借他
人身份证行炒房之实的行为。 对涉嫌捂盘惜
售、违规销售的企业和项目及时约谈、公开曝
光，并将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
的列入“黑名单”，限制办理项目审批
手续，禁止在全市范围拿地开发。对中
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哄抬价格、
组织炒房、 散布虚假房价信息等
违规行为综合采取行政手

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予以打击，形成有效
震慑。尤其是在土地供应、金融政策以及购房
资格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严格优
化管理， 抓紧出台培育和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等相关
政策， 尽快编制完成
2018年至2022年
住房发展规划 ，
形成更加全面系
统、 精准有
效的制度体
系，确保“房
住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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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
者 黄利飞） 本报近日推出的
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系列评论及深度调查
稿《长沙炒房现象调查》，引发
市民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大家纷纷表示，该组文章直指
问题、直击要害，对投机炒房
者和违规操作的中介、房地产
商等“当事者”形成震慑；同时
期待政府“真抓实干”，出台遏
制炒房的重大举措，让长沙楼
市重归稳定合理预期，让刚需
者买得到房，确保长沙人民安
居乐业。

“现在买房真是难，我摇号
9次无果， 都已经没信心能买到
房了。看了这组文章后，觉得政
府要对楼市乱象出‘大招’了，心
里买不到房的恐慌消减了不
少。” 去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的王
浩称， 他现在计划买房结婚，一
直密切关注长沙楼市的相关消
息， 看到这组文章时正在上班，
高兴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拍案
叫好”。

5年前从广州来到长沙定
居的市民肖军认为，省委机关报
刊发的系列文章，显示了省里高
层持续打好长沙房价保卫战的
决心。他与很多市民一样，猜测
相关部门是不是很快又会有调
控政策出台， 但同时又有担忧，

“去年长沙为维护楼市稳定出台了一系列调控
政策，但结果是越限越涨、越控越抢；希望这次
能够全盘周全考虑，真正推行一些治本之策，奖
罚并举，让楼市有序发展，让人们安居乐业。”

“楼市调控政策前后不一，开发商捂盘惜
售，部分中介从中哄抬，人为制造的恐慌情绪
给房价造成了不利影响， 导致真正刚需的老
百姓买不到房， 这些内容调查文章中都有详
细的解析。” 在长沙经开区工作的谢兴民表
示， 他支持政府对楼市进行适当干预和加强
监管， 并且期待相关部门主动作为、 敢于作
为，做到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尽快完善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该厅将
采取发布房地产行业“红黑名单”、在长株潭
地区开展治理楼市乱象交叉检查等方式，着
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工作以
全力打击投机炒房为重点， 以加强落实保障
性住房政策为依托。

一是正在抓紧制定《湖南省房地产行
业市场主体“红黑名单”管理办法》，将明确
全省房地产行业“红黑名单”的纳入情形、
实施程序、奖惩措施和动态管理方法，推动
建立房地产行业守信联合激励、 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形成“守信受益、失信必损”“一
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利益导向。今后，“湖

南省房地产市场监管平台” 将作为全省房
地产行业市场主体红黑名单管理的统一平
台，并按规定推送至国家、省信用信息共享
交换平台。

二是在长株潭地区开展整顿规范房地产
市场秩序交叉检查， 严厉打击“骗取购房资
格、炒卖房号、哄抬房价、捆绑销售、价外加
价”等市场乱象，对违法违规企业采取限期整
改、罚款、取消网签资格、停业整顿等处罚措
施，并纳入全省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处理结果
将向社会公布。

三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本着“降预期、稳房价、打投机、强保
障”的原则，抓紧出台促进全省房地产行业平
稳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省住建厅：
房地产行业“红黑名单”将发布

对违法违规企业采取限期整改、罚款、取消网签
资格、停业整顿等处罚措施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陈淦璋）省直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透露， 为促进长沙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该中心正在抓紧
研究出台更严厉的差别化信贷调控政策，在
支持首套刚需的同时，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汪涛介绍，
目前该中心实行“保首套房、限二套房、禁三套
房”的差别化信贷政策，为遏制投资、投机性购
房贷款， 限制每个职工家庭只能贷款两次。但
发现有些购房者挖空心思钻政策的空子，为了
获得购房资格， 享受最优惠的贷款政策，“购房
前离婚、贷款后复婚”，助推了炒房投机行为。有
一些购房者在“买到就赚到”的心态驱使下，利
用“消费贷”“信用贷”等资金来支付首付款，不
惜“加杠杆”炒房。此外，还有些中介机构和“黑

中介”收取高额中介费，指导协助购房者通过
“违规落户、制造假证明”等方式骗取购房资格，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汪涛表示，为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将加强个人
住房贷款信贷资金安全管理，抓紧研究并出台
更严厉的差别化信贷调控政策，强化对借款人
还款能力的审查，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截至今年5月末，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累
计放款87094笔、金额263.2亿元，贷款总剩余
57835笔、金额163.74亿元。其中，2017年度首
次购房贷款的职工家庭占到68.8%，在支持刚
需阶层购房上发挥了良好的政策效应。今年1
至5月，共发放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贷款2134
笔、金额10.47亿元。

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
差别化信贷政策拟从严从紧

“保首套房、限二套房、禁三套房”，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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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彭宏科
记者 刘文韬）6月19日至20日，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杨维刚率队深入新晃侗族自
治县开展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

新晃被列入2018年脱贫摘帽县，计划
实现1.41万人脱贫，58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杨维刚先后来到扶罗镇伞寨村、 克寨村，
实地查看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以
及危房改造情况， 并走访了部分贫困户，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此外，杨维刚
还考察了扶罗镇“一村一品”扶贫产业基
地果康生态农业园、扶贫利益联结项目晴
方蜂业合作社，并听取了该县脱贫攻坚进
展情况汇报。

杨维刚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新部署、新要
求，进一步坚定信心，改进作风，查找问题，
明确措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将具体
问题分类处理，加强调查研究和沟通汇报，
切实整改督查中发现的和群众反映的问
题。要在紧盯脱贫攻坚任务目标的同时，研
究制定巩固脱贫成果、 加快后续发展的长
远规划，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要抓好产业发
展，强化组织领导和部门联动，充分发挥能
人带动作用， 形成支持推动产业发展的合
力。要完善政策体系，推动扶贫政策转化为
产业政策，建立健全产业发展平台、发展机
制及产业资金使用监管等制度。

杨维刚在新晃督查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明确措施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刘文韬 ）
6月19日至20日， 省人大常委会在长沙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湖南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执法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长沙高新区、 宁乡
市、长沙经开区、长沙县，实地查看了7个
重点单位和企业，还暗访了部分单位和企
业。 从检查情况看，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 在长沙较好地得到贯彻实
施，大气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法律责
任基本得到落实，大气污染突出问题逐步
依法解决，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和全民共
治的良好态势。 但同时，也存在着大气污
染防治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企业和防治单
位对污染治理不主动、配套政策措施不完

善等问题。
检查组提出， 要以落实法律制度为

重点，以夯实责任、联防联控、检查考核
为主要手段，一手抓新污染控制，一手抓
老污染治理， 用硬措施推动实现大气污
染防治的硬目标任务。 要加强执法，强化
法律的约束力，打通法律实施“最后一公
里”。 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强化法律
责任，继续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建立健全大气环境管理长效机制。 要进
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加大财政投入，加强
科技创新，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监管水平。
要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 制订大气污染
防治配套措施， 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提
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用硬措施推动实现
大气污染防治硬目标
省人大常委会在长沙开展执法检查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孙敏坚）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
深入怀化市督导防汛抗灾工作。 他强调，
要树牢忧患意识，坚持未雨绸缪，压紧压
实责任，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
位，确保打好打赢防汛抗灾这场硬仗。

王少峰先后实地察看了新晃狮子岩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工程、县城防洪堤建设
以及洪江市托口水电站运行和备汛情况，
到市防指调度中心了解各县重点地区、重
点水库防汛情况。他指出，要始终绷紧防
汛抗灾这根弦，清醒认识当前汛情发展态
势、防汛隐患风险、防洪体系短板和流域
洪水调控难题，切实增强防汛抗灾的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 要牢牢把握防大汛、抗
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主动权，夯实各项
基础工作，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做到
隐患排查整改、汛情分析研判、重点领域
管控、物资队伍准备、灾害预警除险“五个
到位”，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坚决防止
群死群伤事件发生。要抓实基层防汛抗旱
体系建设，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扛起压
实防汛抗旱责任，以部门联动为重点形成
防汛抗旱强大合力，以基层组织为重点夯
实防汛抗旱的组织基础，确保防汛抗灾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参加督导。

王少峰在怀化督导防汛抗灾工作时强调

压实责任确保打赢防汛抗灾硬仗

长沙两房产中介机构
上千家门店停业整顿

16家房产中介机构被约谈，4家被约谈房产央企拟推3000余套房源尽快入市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曹雄）今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统
战部部长黄兰香在浏阳市调研走访民营
企业，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实现高质
量发展。

上午，黄兰香先后走访了宇环数控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和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发展遇到哪些突出问题？对改
善营商环境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每到一
处，黄兰香一方面向企业介绍省委省政府
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和举措，一方面仔细
询问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企业诉求。

宇环数控机床是国家装备制造业重
点企业，公司依托湖南省数控精密磨床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并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黄兰香鼓
励企业加快发展，打造高端装备制造的湖
南品牌。在盐津铺子，黄兰香勉励公司负
责人“坚定发展信心，瞄准国际一流的食
品加工企业”。在绿之韵，黄兰香充分肯定
公司注重党建引领的做法。

黄兰香指出，省委省政府把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摆在重要位置，下一步将通过典
型案例剖析和具体问题的解决，促进各项
政策落实落地，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希
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以企业
的创新发展， 助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利用自身优势，为我省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黄兰香在浏阳市调研走访民营企业时强调

坚定发展信心 建设一流企业

� � � � � �荨荨（上接1版）
奥尼尔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致力于

深化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伟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期待在
经贸、投资、农业、旅游、基础设施等领域

同中方扩大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感谢中
国对巴新筹办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的大力支持，赞赏中方在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愿密切
双方在多边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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