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2日，道县梅花镇斯屋村，果农何荣顺（右一）和村民一起忙着将蜜柚采摘装车。今年，何荣
顺果园的110亩三红蜜柚迎来丰收，近10万公斤蜜柚成了“抢手货”。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蜜柚、杨
梅、蓝莓和火龙果等特色水果产业，利用乡村休闲采摘游和电商销售水果，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何红福 徐靖海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彭雅惠）在坚
持“房住不炒”定位不放松的背景下，我省房地产
市场逐步升温。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前三季
度，全省商品房实现销售额3546.88亿元，同比增
长2.5%， 扭转了今年以来销售额增速持续下降
的形势。

销售额增速回升，主要得益于全省商品房销
售面积下降情况有所改善。前三季度，我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5845.5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7%，降
幅比上半年收窄5.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收窄8.4
个百分点。其中，张家界、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实
现商品房销售面积正增长。到9月末，全省商品房
待售面积1483.41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15.4%，库
存进一步降低。

随着销售好转，省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流更
加充裕，前三季度到位资金同比增长8.9%。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王文

10月23日，一则“长沙取消人才购房
落户和社保缴存时间限制， 利好非本市
户籍人才购房”的消息广为传播，称依据
是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年9月29
日发布的《长沙市人才购房及购房补贴
实施办法》。更有甚者称“长沙楼市限购
已放松”。

对此，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
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通过本报权威发
布：依据相关规定，在长工作、具有专科及
以上学历、 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人
才，在长沙市购首套房，仍须满足在长工
作生活24个月的条件。人才购房政策并未
放宽。

试行文件修订增补， 明确
“24个月”前提

长沙市住建局介绍，2017年8月18
日该局出台了 《长沙市人才购房及购
房补贴实施办法 （试行）》， 根据相关
规定文件试行两年后需要转为正式办
法。因此，针对在这两年试行过程中反
馈较多的问题，进行了修订和增补。该
局于今年9月29日发布《长沙市人才购
房及购房补贴实施办法》，并没有对人
才购房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取消或放
宽。

《长沙市人才购房及购房补贴实施办
法》第三条提出，在长工作、具有专科及
以上学历、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人
才，购首套房不受户籍和个税、社保缴
存时间的限制。申请购房时应提交以下
资料：①购房申请表（由申报对象据实
在网上填报）；②本人及家庭成员（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家
庭关系材料；③在长工作情况证明（有
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出具在职证明和
单位证照复印件；自主创业的，提供工商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个人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参保材料（无时限要求）；④毕业证书或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含原件、复印件及通
过网上或者线下查询学历、技师职业资格
认证系统出具的结果）； ⑤根据购房政策
需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对比原试行文件，此次发布的《长沙
市人才购房及购房补贴实施办法》， 增加
了“根据购房政策需提供的其他相关材
料”这一条款。即，需提交本人连续24个月
以上在长工作单位的工资流水和公安部
门出具的已满24个月居住证。 这表明，专
科及以上学历、或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
人才， 在长沙市购首套房不受户籍和个
税、社保限制，但仍须满足在长工作生活
24个月的条件。

人才购房政策为何牵动人心
众所周知，2018年长沙楼市“6·25新

政”实施，限购、限售、首付比例、购房资格
等全面收紧，也被誉为全国楼市调控最严
厉的城市之一。人才政策作为“非长沙户
籍人口直接获取购房资格” 的一个渠道，
一直备受关注。

此次印发的《长沙市人才购房及购
房补贴实施办法》明确，经长沙市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认定的A、B、C、D类高层次人
才，享受长沙户籍人口购房政策，购首套房
不受户籍和个税、社保限制，也没有“需在长
工作生活”的前置要求。但这4类高层次人次
的最低标准为：符合要求的正高职称专家、
博士，年薪50万元以上的产业人才。

《实施办法》规定，新引进并入选长沙
市高精尖人才领跑工程中的国际顶尖人
才、国家级产业领军人才、省市级产业领
军人才， 新购商品房后可分别按200平方
米、150平方米、100平方米标准， 以全市
同期市场均价申请（单套）全额购房补贴。

《实施办法》规定，新落户并在长沙市
域内工作， 年龄35岁以下的全日制博士、
硕士毕业生（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
员），首次购买商品住房（购买该房之前本
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长沙市域内没有
任何商品住房交易记录） 可分别申请6万
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

《实施办法》规定，长沙市域内企业
2017年6月21日后新引进或新获得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的人员，在长首次购买商
品住房的，可申请3万元购房补贴。

“在长工作生活24个月”为前置要求

长沙市人才购房政策并未放宽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陈慧）自10月8日起执行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新规， 对个人房贷利息支出的影响已经体
现。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召开三季度新闻
通气会称， 国庆节长假后首周（10月8日至12
日），全省共发放个人住房贷款7763笔，金额36.9
亿元，加权平均利率5.62%，较9月份5年期以上
LPR加了77个基点， 较9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实际
执行利率高1个基点（1个基点为0.01%），利率水
平保持了基本稳定。

央行公告称， 自10月8日起， 房贷利率的
“锚”由以往的贷款基准利率，正式转换为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即18家商业银行每月自主报
价形成的一个贷款利率），1年期LPR为4.2%，5年

期以上LPR为4.85%。
目前，全省首套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

限LPR，二套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
加60个基点，具体加点点数由银行机构根据风险
状况自主确定。记者采访各银行发现，房贷新规生
效后，与长沙房贷市场之前的实际执行利率水平相
差不大。以中行为例，房贷利率为首套房加78.5个基
点， 即4.85%+0.785%=5.635%； 二套房加103个基
点，即4.85%+1.03%=5.88%；以交行为例，首套房加
点后利率为5.65%，二套房加点后利率为5.9%。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透露，从全省执行情
况看， 各银行机构个人住房贷款合同文本修订、
系统改造等基础工作完成， 定价基准调整到位，
市场秩序维持良好，利率保持基本稳定。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新规
实施影响几何

加权平均利率5.62%，相比9月高1个基点

销售额增速转降为升
我省商品房销售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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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奉永成）省委
宣传部、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扶贫办、湖
南日报社近日联合发文， 从今年10月起至2020
年12月，在全省组织开展“一县一特”电商消费
扶贫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拓宽贫困地区农
特产品的销售渠道。

开展“一县一特”电商消费扶贫和产销对接
活动。在全省范围内举办多场“一县一特”电商消
费扶贫和产销对接活动，现场销售贫困村、贫困
户和扶贫企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合作
社等）生产的农特产品，拓展贫困地区优质农特
产品销售渠道。

开展农特产品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线下，
在全省大型连锁商超（步步高、家乐福、友阿家润
多、华润万家等）和批发市场开设“电商扶贫特产专
区”；线上，以中国特产·京东湖南扶贫馆、湖南电商
扶贫小店、新湖南湘品频道等平台为主入口，展示
和销售我省51个贫困县的特色产品。线下“电商扶
贫特产专区”将常态化运作，线上平台同步运行。

开展“农家学院”电商技能培训。针对全省
贫困地区县域电商企业、农村合作社、驻村干部、
年轻创业者、微商群体等，通过科学、系统化的技
能培训，提升县域电商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帮助
销售贫困地区农特产品。

湖南开展电商消费扶贫活动
举办产销对接活动，开展“农家学院”电商技能培训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刘永涛）2019
年第十三期和第十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日前正
式在湘发行，总额度300亿元。

新一批国债按年付息， 面向个人投资者发
行，以百元为起点并按百元的整数倍发售。第十
三期和第十四期分别于2022年10月10日和2024
年10月10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在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普遍跌破4%的
情况下，国债的收益率颇具吸引力。第十三期期

限3年，票面年利率4%，最大发行额150亿元；第
十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4.27%，最大发行额
150亿元。这意味着，市民以10万元买国债，到期
累计获得的收益分别为12000元、21350元。

湖南18家银行发售本批国债，投资者可到工
行、交行、招行、光大、兴业、浦发、中信、恒丰等银
行网点问询认购。不同于凭证式国债，电子式国
债既可以通过银行柜台，还可通过电子银行足不
出户轻松购买。

新一批储蓄国债发行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刘勇）日前，湖
南省2019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启动仪式在南县举行。

今年世界粮食日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健
康饮食实现零饥饿”， 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
是“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建设粮食产业强国”。

湖南作为粮食主产省， 以占全国3.2%的
耕地，生产了将近5%的粮食，一直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湖南大
力实施“优质粮油工程”，着力增加绿色优质
粮食产品供给。南县作为“中国好粮油”行动

国家级示范县，创新推广稻虾生态种养模式，
“南洲稻虾米”荣获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并
成功打入香港市场。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周辉介绍，宣
传周期间，粮食部门将会同农业农村、教育、科
技、妇联等部门，组织粮食安全宣传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宣传国家粮食
政策，鼓励农民种植优质、绿色粮食，讲解粮食
种植、储藏等专业知识，提高农户粮食种植和
收储技术水平，同时引导老百姓科学健康消费
粮食。

我省举办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竹君 李任立）10月27日起，全
国民航将换季进入冬春航季。今天，省机
场管理集团发布消息称，将在新航季首次
开通长沙直飞澳门、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
都、日本冲绳等多条境外航线。

在新航季， 长沙机场计划开通3条境
外直飞航线，并开通经停泉州至马来西亚

槟城、经停临沂至日本静冈的中转航线。
10月27日，南方航空将开通长沙直飞

澳门航线。
11月20日，喜马拉雅航空将开通长沙

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航线，这将是我
国中部地区首条直飞南亚航线。

12月，九元航空将开通长沙直飞日本
冲绳航线。

同时增密多趟国际航班。 其中，长
沙至新加坡航线，每周将新增7班；长沙
至日本大阪航线，每周将新增9班；长沙
至柬埔寨的暹粒航线，每周将新增2班；
长沙至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航线，每周
将新增3班。

届时，“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将通
达16个国家和地区的36个城市。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竹君 李任立）在湖南乘飞机出
入境客流增势喜人。今天，省机场管理集
团发布消息称，前9月，全省机场出入境客
流达234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张
家界荷花国际机场的出入境客流同比增
长98%。

我省有长沙黄花、张家界荷花两大国
际机场。今年来，这两大机场分别加快发

展“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和韩国航线
客流，出入境客流增幅明显。

自今年4月提出加快构建“长沙四小
时航空经济圈”以来，长沙机场开通了直
飞缅甸曼德勒、 文莱斯里巴加湾、 越南云
屯、日本名古屋4条圈内航线，加密了长沙
直飞新加坡、日本大阪、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3条圈内航线。前9月，长沙机场的出入境客
流达2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超九

成旅客来自“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张家界机场今年恢复并加密了韩国

航线，可直达首尔、釜山、大邱、清州、务安
5个韩国城市。 每周往返韩国的航班达13
班，成为出入境客流主要来源地。前9月，
张家界机场的出入境客流达22.7万人次，
同比增长98%。

据预计，今年我省机场全年的出入境
客流有望突破300万人次。

� � � �张家界机场出入境客流增幅达98%，长沙机场超九成出入境旅客
来自“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年底前长沙将新开通3条境外直飞航线
可直飞澳门、加德满都、冲绳

前9月全省机场
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16%

10月23日傍晚，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雨后的瑶族风情特色小镇云雾缭绕，青山与移民安置小区若隐若现，宛如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杨丁香 摄影报道

瑶乡云雾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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