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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记者2月21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获悉， 该厅与省统计局联合印发《关于
2018年湖南省房地产市场形势的通报》
（以下简称《通报》）称：2018年，受房地产
调控供需双向调节的影响，全省商品房供
应快速增长，销售增速逐步回落，供求关
系发生逆转， 市场逐渐进入下行调整期，
房价涨幅、新开工、用地供应、房地产开发
贷款增速等指标均出现持续回落。

销售：长沙带动全省销售
面积增速回落

《通报》指出，2018年全省商品房销
售面积9239.1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8.3%，总量、增速在全国均排第八位；销
售金额5353.99亿元，同比增长20%。 但
全省销售面积增速、 销售金额增速均在
年底出现了回落。

长沙作为全省楼市的风向标， 近期
销售出现较大下降。 2018年全年长沙市
商品房销售面积2392.44万平方米，销售
金额1953.57亿元，二者增速较前11个月

均出现了回落。尤其是11月以来，市场销
量明显放缓，11月同比下降5.1%，12月
同比降幅扩大至36.9%， 带动全省销售
面积增速回落。

开发投资：长沙、株洲、常德
居前三位

2018年全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3945.95亿元，同比增长15.2%，总量、增
速分别在全国排第十三位、第九位。分类
来看，住宅完成开发投资占七成，非住宅
完成开发投资占三成， 且住宅投资增速
明显快于非住宅投资增速。

截至2018年12月底，全省房地产贷
款余额11631.75亿元， 占全部贷款的
31.9%，同比增长28.3%。 房地产贷款增
长主要受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住
房贷款拉动， 两类贷款新增分别占全部
贷款新增额的13.2%、34%。

分市州看， 长沙市完成房地产开发
投资1502.4亿元，居全省首位，占全省的
38.1%；其次是株洲市、常德市，分别完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99.57亿元、279.06
亿元。

增速方面， 有13个市州的房地产开
发投资实现正增长， 增幅较大的为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21.8%）、张家界市
（77.5%）和衡阳市（45.5%）；有1个市的
房地产开发投资出现负增长， 为郴州市
（-30.3%）。

市场面： 供大于求态势
明显，长沙房价涨幅大幅收窄

《通报》称，2018年全省新建商品住
宅供应8959.31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56.2%；网签8716.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3.3%；住宅供销比为1.03，供略大于求。

但是，随着11月以来市场明显放缓，
11月、12月网签面积持续下降， 而同期
供应仍大幅增长。由此，住宅供销比由11
月的1.34扩大至12月的1.69， 处于明显
供大于求的区间。

值得留意的是， 长沙市房价环比涨
幅大幅收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12月， 长沙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0.4%， 涨幅较11月微涨0.1个百分
点， 较7月峰值水平大幅收窄2.3个百分
点。此外，岳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出现了

近两年来首次下跌 ，12月环比下跌
0.2%，跌幅较11月明显扩大。

预测：销售增速持续放缓，
将推动库存较快回升

下阶段，我省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保持调控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确保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要求落到实处。

《通报》预测，在调控政策持续作用
下，加上前期市场过热阶段透支大量住房
需求，房价上涨预期不断减弱，市场观望
情绪浓厚，各地相继从“卖方市场”转向

“买方市场”，预计下阶段全省商品房销售
增速将明显放缓。 同时，随着供大于求态
势明显， 新建商品房库存将较快回升，
2019年下半年或将出现新一轮库存积压。

《通报》同时指出，在市场调整期，部
分经济发展态势好、 人口吸引力大的市
县，房价保持基本稳定；部分缺乏人口和
产业支撑的市县，房价将出现小幅下跌，
特别是一些地段较偏远的楼盘， 缺乏配
套设施、人流等条件支撑，房价下跌压力
较大。

展望“三十而立”
股市欢迎您

聂廷芳

有股市，就一定有价格波动。 沪指29年历史，波动太大。
1990年12月31日，沪指收盘95.79点，2007年最高点6124

点，当前在2700点以上，涨幅数十倍以上。长期投资价值显而
易见，财富效应显而易见。

期间，有998点到6124点、1849点到5178点的疯涨，也有
6124点到1664点、5178点到2440点的连续暴跌。牛短熊长，单
边杀跌，短线博弈，投机盛行，是常态，当然是一种病态。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中高速发展，股市慢牛、长牛，根基
优于境外股市。 牛市应该是中国经济、金融的标配，慢牛应
该是A股的风格，股市应该是上亿股民、几亿家庭的投资理
财选择。

壮大机构实力，扭转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散户市”
升级到机构市；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堵截短线资金投机；引导
价值投资，打击炒小、炒新、炒壳、炒劣；依法治市，严惩造假
欺诈……管理层开出一个个大处方。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股市是摆正投资、融资的平衡关系，
防止系统性风险。 既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也防止市场过度抽
水失血；既避免行情低迷失去吸引力，也防止大起之后又大
落；既抑制泡沫化炒作，又允许适当的价格波动。

根治大起大落，是对中小投资者最大的安全保护。 在价
值投资的旗帜下，股市是广阔的蓝海。

股市保持活力，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实现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保证金融安全。 明年是A股市场创立30周年，“三
十而立”，一个健康向好的市场，正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站
起来。

� � �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小平 张颖 )2月21日8时37
分，“毛泽东号”机车徐徐驶入位于长沙
火车站不远处的长沙机务段整备车间，
红底描金的毛主席徽像光彩熠熠。这是
今年春运以来，“毛泽东号”机车第16次
在长沙进行整备。

“毛泽东号”机车在整备库停稳后，
几名佩戴党徽、“毛泽东号”臂徽的整备
作业人员立即对机车展开整备。有的钻

入机车机械间， 有的爬上了车顶部，对
机车设备、系统进行故障排查。

“成为‘主席车’的专检人员，责任
重大，必须全力守护机车安全出库。”长
沙检修车间走行部专检员汤德恩一手
握检点锤，一手打手电筒，精细检查。

今年春运，为防患雨雪低温天气对
机车运行影响，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长
沙机务段着重加强了受电弓检查，并对
机车整备进行全程盯控，确保机车安全

运行。
“毛泽东号” 机车诞生于1946年。

2014年12月26日，第六代“毛泽东号”
HXD3D-1893机车驶入长沙火车站，开
始担当北京至长沙间T1/2次（后改为
Z1/2次）旅客列车的牵引任务，并首次
进入长沙机务段整备车间进行整备作
业。 4年多来，“毛泽东号”机车每3天开
进长沙机务段进行一次整备，没有发生
一起运行故障。

10校获评国家防震减灾
科普示范学校

上榜数量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首位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彭雅惠）在中国地震局近日
公布的2018年度国家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认定名单中，
我省10所学校榜上有名， 上榜数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
居首位。

在中国新一代地震区划图中， 湖南位于华南地震区长
江中游地震带，属于中强地震活动区。 省地震局监测数据显
示，自1971年我省有现代仪器记录地震以来，平均每年监测
到地震约60次，绝大多数地震震级在3.0级以下。

通过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我省将防震减灾知
识纳入中小学校课堂教学，利用学校图书馆、科技活动馆、
声像室、橱窗栏、校园网站等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科普教育，
组建课外兴趣活动小组或第二课堂开展地震监测等防震减
灾活动，制作防震减灾手抄报，开展应急避险演练，使全省
中小学校师生防震减灾意识、 应急避险能力得到有效提
高。

经中国地震局专家组评审后， 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学
校、周南梅溪湖中学、雨花区红星第二小学、开福区清水塘
实验小学、天心区青园中信小学等5所学校，常德市鼎城区
江南小学、外国语学校、桃源县教仁学校等3所学校，邵东县
第一中学、 郴州市安仁县城关镇中心小学被认定为2018年
度国家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 � �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郑旋）
记者今天从长沙农商银行了解到，该
行计划3年内累计投放贷款不低于300
亿元， 同时研发更多符合民营企业需
要的信贷产品， 支持3000家以上小微
和民营企业发展， 为深入提高民营经
济的发展质量和水平提供金融服务保
障。

作为我省目前唯一一家省市共建
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自成立以来，长沙
农商银行以“三农”的主力银行、小微的
伙伴银行为市场定位， 大力支持民营
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

据了解， 针对民营企业资金需求
急、频、快的特点，长沙农商银行重点在
零售业、建筑业、农业、高科技行业等民
营企业集中的行业加大产业信贷投
放，同时优化信贷流程、开通民营企业
客户贷款绿色通道， 降低融资成本、取
消企业收费项目29个。

截至去年末，长沙农商银行民营
经济贷款余额474.83亿元， 占各项贷
款比重的75%， 民营企业申贷获得率
达95%。 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544
亿元， 解决16833家中小微企业的资
金需求。

银行理财
“量增价跌”

收益率持续下行，
大额存单成“网红”产品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刘永
涛 ） 在打破刚性兑付的大背景下，新
年银行理财市场行情备受关注。 普益
标准监测数据显示，1月份，415家银
行共发行了逾万款理财产品， 较前1
个月发行量增加1809款，收益率却持
续下行。 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
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4.31%， 较前
一期下降0.0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银行加大了对大额存
单等产品的发行力度。 根据统计，今
年1月各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4.33%，全
部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中最高利率
为4.125%。大额存单已成为各大银行
力推的“网红”理财产品，部分银行直
接将3年期和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
率 上 浮 50% 至 55% ， 最 高 达 到
4.2625%，比较优势进一步放大，受到
投资者青睐。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网金与财富
管理部负责人张灿分析认为，春节后
现金逐渐回流至银行体系，受流动性
宽松和非标投资萎缩的影响， 预计
2019年银行理财收益率会保持较低
水平，不过低于4%的可能性不大。 对
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投资者，可以考虑
购买中长期理财以锁住收益。

张灿提醒，稳健型投资者除了关
注传统银行理财产品外，尤其值得留
意大额存单等产品， 从安全性上来
讲，后者明显优于前者。 有些中长期
产品支持提前赎回，应看具体的产品
合同规定， 提前赎回按什么档次计
息，以确保投资收益最大化。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吕锦平

2月， 小微企业迎来了新的普惠性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后的首个纳税
申报期，一系列减税降费“红包”落地。
近日， 记者从长沙市税务局召开的
2019年度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去年长
沙市减免退税金额总计433亿元， 创历
史新高。 今年，长沙正通过减税降费措
施，营造更好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
阵。

送政策上门， 小微企业
“六税两费”减征50%

“房产和土地使用两税优惠，税管
员落地第一天就给我办了申报！ ”位于
长沙县的广东伟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会计周彩云说， 企业是小规模纳税
人，一直按章缴纳厂房的房产税和土地
使用税。 希望享受优惠，但苦于没有政
策的支持。 新的政策实施以后，该公司
成为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县税务局税管
员记录本上的重点对象。

当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
源税、城建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
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下文简称“六税两费”）后，湖南省迅速
落实，明确按照50%幅度顶格减征。

“公司今年能少缴6万多元房产税
和土地使用税， 加上企业所得税的优

惠，企业负担降低不少。 ”周彩云说。
长沙市税务局加班加点全动员，细

细排查企业困难簿，统计出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和周彩云一样的长沙小微企
业缴纳人，都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长
沙税务的“惊喜通知”。

“按原政策，你们1月份需要缴纳增
值税 2475.35元 ， 城市维护建设税
173.27元。 ”在长沙菲比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望城区税务局减税降费工作组成
员主动登门，送上政策“红包”,“我们提
前查看了你们的资料，你们的增值税和
城市维护建设税，都免除了。 ”

普惠减免落地，小微企业
收获真金白银

对于湖南映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而言，营商环境的优化在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的落实上得到了明显
的感受。

主营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机电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等施工总承包的这家
公司，成立以来业绩一直不太理想，2018
年公司总收入3917.91万元， 缴纳增值税
85.53万元，缴纳企业所得税6.95万元。 国
家关于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出
台后，该公司可以减免企业所得税。

湖南信息年鉴编辑部主要经营图
书批发业务，公司会计杨莹也收到了同
样的惊喜。1月29日上午，她来到国家税
务总局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东塘所代
开了5万元的发票，发现竟然不用交税，
便咨询前台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向她解释：“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2019年第4号公告，你是按季申
报的小规模纳税人， 销售额没超过30
万元，可以免征增值税。 ”

杨莹问：“那前几天开票交了税的
部分怎么办？ ”工作人员立即带着纳税
人了解退抵税程序。 在办理完业务后，
杨莹感叹，“长沙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的
效率，忍不住要点赞！ ”

更新更活更深， 让减税
降费措施看得懂用得上

如何将复杂的政策转化为通俗易懂
的内容，让所有纳税人看得懂用得上？ 一
系列更新更活更深的宣传创意在长沙税
务各个县市区分局泉涌出现———

把政策内容融入抖音短视频，为纳
税人划重点， 办理流程一张图带你看
懂。 脱离掌心小屏幕，长沙税务还走上
了路面大屏幕，高速路、商务大楼、步行
街道等人流密集的大屏幕上，滚动推介

“减税降费”宣传标语，一个个汇集着政
策新变化的二维码“活跃”在长沙各个
高地，在长沙市民眼前刷着“存在感”。

针对减税降费申报时可能存在的
填报不准确、关注不及时、享受不到位
等问题， 长沙税务部门还主动出击，安
排税收管理员上门进行“面对面”“点对
点”政策讲解，同时在办税服务厅设立
政策咨询讲解小组， 深入解决疑难问
题，最大限度帮助减少涉税风险。在2月
首个征期， 长沙80个办税服务厅累计
辅导纳税人19000多人次。

省住建厅、 省统计局通报2018年全省房地产市场形势

全省楼市逐渐进入调整期

长沙：减税降费，企业轻装前行长沙农商行:

加大民营经济
贷款倾斜力度

计划3年累计投放
贷款不低于300亿元

谈经论市

邵东提供家门口
就业岗位8000多个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唐冉 宁宏
旻 李颖超）“我都40岁了，不晓得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2月
21日上午， 邵东县牛马司镇居民周喜福早早来到县里举办
的2019年“就业援助周”大型综合招聘会现场，寻找工作岗
位。 这是邵东县今年举办的第3场“春风行动”招聘会。

周喜福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当天，他与离家很近的
湖南醇龙箱包皮具有限公司签订了用工协议。 会上，还有80
余名贫困劳动力达成了聘用意向。

据了解，邵东县今年“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以“促进转
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 目前，已组织县内230余家
企业现场招聘，共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

同时，为吸引更多人才回乡就业，扩大退役军人、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成员、 具备自主工作能力的残障人群的就业
门路，邵东青年企业家协会还举办了2019春季大型招聘会，
65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个， 现场有800余人初步
达成聘用意向。

“毛泽东号”机车在长沙“专检”
确保安全运行

� � � � 2月21日凌晨， 长沙动车运用所， 车载信号工在高铁驾驶舱内检测车载通信设备。 元宵节后， 铁路迎来新一轮返程客流
高峰， 该所工作人员加强高铁车辆的检修， 护航春运。 傅聪 宛俊余 摄影报道

春运进行时

检修高铁 护航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