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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有所居”是民生所在，是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的基本保证，也是城市“宜
居宜业”“美好生活”的题中之意。近年
来，长沙通过“配建+激活”等多渠道筹集
租赁住房房源，保障住房困难群众和“新
市民”住有所居。

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快递小哥、市政
人员……这些为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属于长沙的“新市民”。

从 2015年开始，市住建部门就陆续
为湖南巴士、龙骧巴士及市政、环卫等单
位的一线职工 900 多人提供了公租房
454套。解决一线环卫工人、公交司机住
房保障问题，就是为了让更有需要的困
难群众实现“安居梦”。截至目前，长沙
市共为环卫、公交、市政行业困难职工定
向配租公租房 3200 余套，其中，面向环
卫系统 1870 套，面向公交系统 1330 余
套，解决了5000多名环卫工人和公交司
机的住房困难。

在长沙潇湘大道西线与荷叶路交会
处，占地 40亩的梦想营地项目正在进行
主体施工，该项目是通过集住房租赁及
相关配套设施和空间等功能于一体的长
租项目，项目由 4栋建筑组成，能提供租
赁住房 1437户，将为入住者提供中央仓
储、中央厨房、洗衣房、健身房等配套设
施。项目将为湘江欢乐城及周边租房需

求人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后勤配套服务，
同时力争打造为湖南省租赁住房示范项
目。

笔者了解到，2020 年长沙将实施一
批青年公寓项目，推进住房租赁试点工
作，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新就业大学生
和引进人才等“新市民”提供温暖舒适的
租赁住房。

2019 年 7 月，长沙入选全国住房租
赁试点城市，到 2021 年，长沙将累计新
增租赁房源 300万平方米以上。为筹集
房源，长沙市印发《长沙市租赁住房房源
筹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长沙将通过国有建设用地新建、配
建租赁住房、非住宅改造作为租赁住房、
盘活存量住房等方式，多渠道筹集租赁
住房房源。”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试点，长沙将在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过
程中形成长沙特色和经验，通过构建完
备的住房租赁体系，保障住房困难群众
和“新市民”住有所居，为他们提供租金
低于市场水平的租赁房源。同时，长沙
全面优化住房结构，建立以满足刚需为
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引导市场多层次、差
别化发展，确保“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
应，高端有市场”，实现“精准规划、精美
建设、精致管理、精明增长”。

网红长沙的幸福密码
——解读“因城施策”调控的“长沙样本”

王 文

最近，长沙特别火。
7月 6日，长沙荣登“中国十

大美好生活城市”榜单，这是长沙
第二次上榜。

同日，长沙跻身 2020 年网红
城市全国八强，名列中部第一。

而去年底，长沙连续12年获
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成
为该奖项“常客”。

网红城市、美好生活、幸福感
已然成为长沙这座城市的代名词。

网红长沙的美好生活秘诀在
哪？老百姓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长沙经济高速发展,房价稳定可控。

近年来，长沙坚持“房住不炒”
定位，实施最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
策，将房价稳稳控制在预期范围内，
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买得到房，住得
好房；通过房价“洼地”，打造产业高
地、人才高地，坚决摆脱对房地产的
依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走出一
条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路。

长沙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控，为

建立长效机制创造了稳定的市场环

境，长沙成为一座让老百姓安居、让投

机者却步的城市，也创下了“因城施

策”调控的“长沙样本”。

为确保各项调控措施落地，长沙

出台了系列配套机制措施，比如实行明

码标价、一房一价和价格监控制度，在

网签系统和现场进行公示，开发商不得

以高于公示的价格进行销售；强化多部

门全过程联合监管，热点楼盘要求申报

开盘方案；研发并推出认筹购房“长沙

住房”APP，开启购房“淘宝”时代。

长沙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长沙各相关部门联合参与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综合运用金融、土地、

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先后研究制

定了房地产长效机制总文件和住房租

赁工作方案等政策办法，调控工作逐

步规范化、体系化。

笔者了解到，《长沙市建立和完善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工

作方案》已于去年获得国务院批复，并

稳妥实施。此外，长沙还制定实施了

《 长 沙 市 住 房 发 展 规 划（2019—

2022）》；入选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试点城市；严格房地产金融

监管，防范个人消费贷款资金流入房

地产市场；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率

先在全国取消二套住房契税优惠政

策；完善了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指标

体系，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监测。

根据长沙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和

调控需要，长沙保持现有调控政策的

连续性、稳定性，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同时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应，

高端有市场”的住房要求，建立健全多

层次住房供应体系，既补足发展短板，

又满足住房多样化需求，从而实施分

类调控，进一步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长沙市住建局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进一步按照“稳价格、促供应、调

结构、严监管”的要求，继续保持调控

方向不变、调控目标不减、调控力度不

松，持续保持长沙房价“洼地”比较优

势，并使之成为长沙城市竞争、产业聚

集、人才流入的要素保障，进一步提升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王 文)

最近几年，长沙发展特别快。
GDP 强势领跑，长沙地区生产总

值从 1952 年的 2.87 亿元攀升至 2018
年 1.1 万亿元，长沙成功跨入 GDP 万
亿俱乐部，跻身新一线城市。

百姓“腰包”也鼓起来，长沙城镇
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
1978年的327元、127元，增加到2018
年的50792元、29714元。

与经济高增长相呼应，长沙房价
“洼地”效应凸显，房价涨幅在省会城
市中长期靠后，这在新一线城市中绝
无仅有。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
《2019年上半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
报告》显示，长沙以 6.4 的房价收入比

“垫底”，是入选的50个大中型城市中
唯一一个房价收入比低于7的城市。

低房价对于长沙老百姓和来长沙
发展的青年才俊来说，无疑是幸福的。
房价洼地、幸福高地的背后，是长沙坚
持“房住不炒”定位，正确把脉市场节奏
和变化，保持调控定力和韧劲，精心统
筹、精诚协作、精准施策的结果。

时间拨回2017年，为了遏制房价
过快上涨，恢复房地产市场秩序，长沙

先后打响“房价保卫战”“反炒房攻坚
战”，相继出台“3·18”“5·20”“9·23”
系列调控政策和“625”反炒房 9 条措
施，从供应端和需求端打出调控“组合
拳”，全面堵塞投机炒房通道。

令人欣喜的是，长沙房价上涨的
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买房不用排长队，
也不用担心被收“茶水费”或捆绑销
售，通过“长沙住房”APP 坐在家里就
能实现认筹、摇号、选房、购房。通过
辨证施治、综合施策，长沙全面实现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
标，被各界赞为房地产调控标杆城市。

目前，长沙房价总体保持平稳，炒
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从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1-5月房价指数来看，长沙分别
为 100.6、100.3、100.3、100.5、100.4，
稳居于调控长效机制合理区间。长沙
市住建局提供数据显示，今年1-5月，
本市户籍购房者占比70.03%；首次置
业者占比 81.99%，二次置业者占比
17.24%；20—59岁占比94.12%。

经过三年调控，长沙房地产市场
从调控之初的“超卖”现象逐步恢复至
平衡状态，并由卖方市场逐步转向买
方市场。

走访长沙楼市，可以看到一股
新的气象正在显现：房价低，市场
稳，供应足，购房者日趋理性。

来自衡阳的曾女士在长沙工作
了2年多，今年6月她如愿在长沙望
城区某楼盘选上了心仪的房子。

“现在买房不仅选择多了，而且
不像以前有房就疯抢。”曾女士回忆
说，长沙曾一度出现真正的刚需购
房者“排队难、中签难、买房难”现
象，如今难得一见。

“实行调控政策后，炒房客不见
了，很多楼盘开盘都不用摇号，部分
楼盘开盘售罄的现象更是少之又
少。”从事房地产市场销售多年的董
先生道出其中缘由。

长沙的网红楼盘北辰三角洲曾
是长沙一、二手房房价倒挂最严重
的楼盘之一。调控之后，该楼盘二
手房的价格回归理性，与新房价基
本持平。

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明宾表示，随着长
沙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落地，消
费者对于市场的预期回复到理性范
围内，整体市场交易量保持在合理
区间，价格波动平稳，房地产市场调
控效果显著。

这一切喜人的变化得益于长沙
房地产调控的精准施策。

数据显示，近三年来，长沙市场
供销比从 2018 年 0.98 逐步回升到
当前的 1.14，库存去化周期从 5 个
月回升到当前的 7 个月。供销比及
库存水平均居于合理区间，市场总
体供需关系基本平衡，预期基本稳
定，“反炒房”攻坚战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长沙一方面通过延缓缴纳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容缺审批、优化预
售资金解控等，全面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另一方面，通过电子签章技
术，实现新房在“长沙住房”APP 线
上签约，购房者足不出户，可全线上
办理新房交易相关业务。加之长沙
房地产市场韧劲较强、动力较足，市
场量价平稳，复苏态势良好，疫情影
响被控制在最小范围。

长沙市住建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 6 个月，长沙新建商品住
房供应 884.4 万平方米，同比略降
7.06%；新建商品住宅总成交857.3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0.6%。受疫情
影响，商品住房交易 2 月下跌，3 月
开始逐步恢复，5 月、6 月恢复到去
年同期水平。

长沙房价的“洼地”效应，正吸引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人才来长沙创新
创业落户。

今年 6 月，被称为“云计算第一
股”的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
在长沙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公
司第二总部基地。深信服相关负责人
罗方全程参与签约落户，他说，低房价
是企业选择长沙的重要考量因素。

“深信服在长沙从最初 20 多人，
发展到现在上千人，低房价是企业招
揽人才的主要优势之一。”罗方说，公
司工作两年以上的员工，八成以上在
长沙买房安家。

长沙房价在同类城市中处于较
低水平，是吸引投资、吸引产业、吸引
人才的重要砝码。“限地价、限房价”
等系列措施，虽然从短期来看影响了
财政收入，是一种“劣势”，但从长期
来看抑制住了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对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大有裨益。

事实上，房价的比较优势不仅成
为长沙创新创业、持续发展的竞争优

势,而且成为长沙市民幸福感的重要
源泉。

近几年，长沙相继出台《工业 30
条》《人才政策22条》《科技创新1+4》
等政策文件，围绕智能制造的产业转
型方向，努力吸引、留住、用好人才。

数据显示，近年长沙每年流入人
口都在20万以上，位居国内前列。人
才的大规模流入，是长沙发展先进制
造业的最大支撑，也为城市未来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劲。

目前，长沙正在大力推进“一圈
两场三道”建设，5 条地铁线路开启

“全面网络化运营”时代，万家丽路、
湘府路等快速路成网成环，还有岳麓
山大科城、马栏山文创园、高铁会展
新城等重点片区加快推进，长沙城市
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品质日益提升，
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幸福。

从典型的房价“洼地”，到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再到各
类人才相继落户，长沙走出一条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阳
光大道。

高增长 低房价 长沙“反炒房”效果凸显

人才聚 产业兴
长沙成为宜居宜业乐土

市场稳 供应足
长沙楼市迎来“新常态”

生活好 保障优
让困难群众、“新市民”住有所居

方向不变 目标不减 力度不松

长沙继续推进调控长效机制

龙湖冠寓大科城人才公寓。 范远志范远志 摄摄

湖南金融中心。 范远志范远志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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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18号厂
房是目前亚洲最大最
先进的智能化制造车
间。近年来，长沙以
智能制造统领产业升
级构建高质量发展新
生态。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