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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四周都检查一遍，一定要收紧了！”为了确保输电线路运行安全，
7月11日上午，在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国网桐乡供电公司输电线路班吴俊
杰、蔡建平正加紧对110千伏安陈兴、兴乌线巡视检查，提醒蔬菜种植大户
提前做好大棚加固和防台防汛工作。

据悉，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已于7月11日9时在福建连江黄岐半
岛沿海登陆。受“玛莉亚”影响，桐乡风力逐渐增强。为确保桐乡输电线路
安全运行，7月9日以来，公司输电线路班全力投入这场抗台保电“战斗”，巡
视大棚、彩钢棚50多处、发布台风预警短信80余条，修剪线路重要通道树
木3000棵、张贴安全警示100张。 冷丽华 彭艳珍

手表、项链、服装、鞋拍卖公告
兹定于2018年7月30日9:00—15:00（延时的除外）在阿里巴巴旗下资产

处置平台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 男士机械表一枚，起拍价8.87万元，竞买保证金
0.5万元。2. 女士石英表一枚，起拍价7.75万元，竞买保证金0.5万元。3. 项链
一条，起拍价1.19万元，竞买保证金0.1万元。4. 服装、鞋共28件单品，分件拍
卖，起拍价44~2640元不等，竞买保证金40~200元不等。

一、上述标的以现状为准，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及委托人不承担标的的
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一旦进入拍卖平台并出价的，即表示接受拍卖标的的现
状及一切已知、未知的瑕疵，并愿意为自己按照拍卖标的的现状参与竞买的行
为承担责任。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议的，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3
日向委托人提出书面异议。二、拍卖方式：采用线上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
式。三、展示时间：2018年 7月 26日、27日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1~3号标
的：杭州市余杭区北沙东路 2号杭州海关驻余杭办事处后院，4号标的：绍兴市
越城区凤林西路125号6楼绍兴海关涉案财物仓库），所有标的看样前请电话预
约，预约电话 13656676677。四、报名方式：本场拍卖为在阿里巴巴旗下资产处
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须登录阿里巴巴旗下资产处置平台报名参拍并交纳相
应 的 竞 买 保 证 金 ，具 体 保 证 金 交 付 流 程 可 咨 询 淘 宝 客 服 ，客 服 电 话 ：
400-822-2870。五、报名及拍卖地点：阿里巴巴旗下资产处置平台，PC电脑端
路径：阿里巴巴资产处置平台（http://t.cn/RCxd8xp）—浙拍行（机构标的物）；
手机端路径：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浙拍行（机构标的物）：
咨询地点：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杭州市文三路345号
宜必思酒店八楼）
联系电话：13656676677（张先生）
相关信息查阅请登录下列网站：http://t.cn/RCxd8xp
http://hangzhou.customs.gov.cn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定于2018年7月20日下午2:30在杭州体育场路

261号杭州广场君亭酒店二楼会议厅拍卖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振华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资产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
担保权利，债权本金共计人民币53493547.79元，利息
人民币3008706.15元，本息合计人民币56502253.94
元（截止至2015年6月21日）。竞买保证金400万元。

竞买人须于2018年7月19日16时前将竞买保
证金交入本公司账户（保证金账户：浙江华鼎拍卖
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杭州银行求是支行；账号：
78808100085119）。

展示、报名：即日起委托方提供展示看样及相关资
料查阅（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
楼）。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须于拍卖前至本公司办理
报名竞拍及登记手续，报名登记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
及交款凭证，并签署竞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
料。下列人员及机构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
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
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其他主体。买受人须
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体育场路229号浙江粮油大
厦916室

联系电话：0571-85195793 13357192831
工商监督电话：0571-85386760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日前，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
与江山市名雅居门业、郎峰木业、
荣凯门业、爱堡仑家居四家木门
企业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正式启
动我省首个“全电园区”建设。

木门制造是江山市的重点
核心产业。利用该市开展木门
企业集中整治，兼并淘汰能耗
高、污染重企业，建设门业“小微
园”的有利契机，江山市供电公
司积极与大型木门企业开展洽
谈合作，大力推动实施“保卫蓝
天电能替代工程”，合作共建全
电园区。园区实现全电改造后，
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424.0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6302.4
吨、二氧化硫约58.2吨、氮氧化
物约17.0吨。

江山市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副主任柴建荣指出，通过这
项共建工作，将有效叠加“全电
园区”的示范效应，提升电能在
园区中段能源中的应用比例，实
现清洁能源的深度覆盖，减少大
气污染，也是对国家能源发展战
略与能源革命的积极响应。

据了解，全电园区位于江山
市莲华山工业园内，莲华山大道
以东、贺鸿路以北区块，占地面
积约400亩，目前共有4家木门
企业入驻。入驻企业将在今年
完成生产线各个环节用能设备

“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
气”的电能替代改造，园内企业
的厨房、热泵、直饮水等也将进

行电能替代改造，确保企业用能
设施实现电能替代全覆盖，实现
能源消费“无排放、无污染、无噪
音”。

名雅居门业负责人表示，
“全电园区”将带给企业更加有
利的发展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发
展的内生动力。“全电园区”建设
为企业增收减负、节能增效提供
了切实有效的途径，企业也将积
极响应“清洁能源”的社会要求，
完成各项电能代替工作。

此外，园区还将实行双电源
供电，江山供电公司将在全电园
区内建设开关站一座，切实提高
供电可靠性。同时，结合企业客
户电气设备“花费高、故障晕、能
效惑”的现状，公司积极推广“智
慧电务”服务平台应用，为企业
提供设备代运维、后台实时监
测、能源托管等8项定制服务。

“全电园区”建设，不仅可以
优化园区电网运行方式，不断提
升园区供电保障能力，还能为客
户提供一流的综合能源服务，加
快实现多元互补、广泛互联、供
需互动的新型能源消费模式。
下一步，江山供电公司将依托

“全电园区”的示范作用，继续做
好园区企业能源基础服务，争取
形成以电为核心的能源消费新
模式，为助力江山市打造低碳、
绿色、环保、高效的生态型、综合
型现代化园区贡献力量。

徐璐 王刚

近年来，庆元县供电公司紧紧
围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以
整改私拉乱接、三改一拆为抓手，
着力解决农村线乱拉、违章乱建问
题，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现在月山村的民宿经济非常
活跃，电力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动力
支持，也带来了美丽乡村发展，”日
前，看着蜂拥而至的游客，举水乡
乡长吴华感慨道。干净整洁的水
泥路面，错落有致的农家小屋，一
条条焕然一新的集束电缆延伸至
各家各户，优美的景致吸引了许多
城里人来到月山享受“农家乐”。

杆线落地 古村展新姿

“这次回来，周围的变化好
大，瓦换了、房梁换了、旧电线全
部清理了，屋里屋外整整齐齐、焕
然一新。”日前，回家探亲的月山

村民杨贵花向乡邻们感慨道。
近几年，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庆元供电公司大力推进线路“上改
下”工程，投入100多万建设资金，
将原来杂乱无章的电线全部进行
地下敷设。如今，在月山村干净整
洁的街道上，路旁的电杆已悄然消
失，原先老旧的表箱全都披上新
衣，房屋外的电力线路都隐形了。

“现在古村变了样，许多游客
一到周末就开车来到月山，热闹
万分。”月山村村民王元火说。昔
日杂乱的月山焕发出了新的魅
力，逐渐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古村
蜕变成一个集特色产业、观光摄
影、民俗体验、农家住宿、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现代生态旅游村。

供电可靠 农户用电无忧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美了古

村，也富了农民。一直在月山种
植茶叶、板栗、香菇等经济作物的
村民吴小兵，瞅准了月山村的发
展商机，在村子里开了家“东庄茶
苑”，以免费品茶模式带动自己
260亩茶叶的销售，前不久，他又
投入50多万元在村子里办起茶叶
加工厂。

像吴小兵这样的农产品种植
户，在月山比比皆是。经济效益
上去了，对电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为满足种植户们的生产用
电，今年年初，庆元供电公司专门
组织电力队员深入月山村排查农
户用电情况，及时为用电负荷较
大的农户办理增容手续，并将原
来输电线路中线径较小的电线更
换成较大的电线，以保障用电高
峰期农户的可靠用电。

“现在好了，有了你们贴心服

务，不用再担心跳闸停电啦。”吴
小兵坦言，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
电力可靠支持。目前，该村已有
13家农产品种植合作社，仅2017
年，月山村的农产品收入总额达
到了700万元，农户人均收入达
到三四万元。

农网升级 民宿生意火爆

舒适的藤椅沙发配上当地
的云屏茶，在阳光灿烂的午后，
欣赏山里的秀丽风光，月山村打
造的慢生活理念引来许多城市
客人。

初尝红利的月山村民，以极大
的热情在当地开办民宿、农家乐。

“以前，房间内的空调全开起来，就
担心线路会跳闸，农网改造升级
后，再也不用担心电不够用了！”看
着正在检查用电线路的供电员工，

月山村龙湫灵液民宿老板娘吴远
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从2016年至今，庆元供电公
司共投资600多万元，对月山村电
网实施改造，有效提升了供电可
靠性。仅2017年，当地就新增了
15家特色鲜明、品质高端的民宿
或农家乐，新增床位110张，餐位
数560个。而这一年，月山人也在
美丽经济中收获盆满钵满，12万
余人次游客涌入月山，实现旅游
总收入1412.3万元。

据了解，2017年，庆元供电公
司已投入了1188.64万元完成了
百山祖镇、黄田镇、竹口镇3个乡
镇的美丽城镇电网建设。今年，
公司将继续投入430万元，完成荷
地镇、贤良镇、隆宫乡3个乡镇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月山村得以发展这么快，供
电公司出了不少力，尤其是在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供电
公司主动作为，积极配合我们做
好各项用电工作。”庆元县月山村
村长吴治松称赞道。

吴美玲 瞿庆飞

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庆元供电公司精准服务获点赞
我省首个“全电园区”在江山启动建设

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
使用绿色能源，舟山供电公
司六横供电所结合辖区整体
旅游环境，推广建设“全电民
宿”，助力精品渔村打造。

“全电民宿”是指以配备
齐全电器设备，使用能源绝大
部分为电能的自用住宅空闲
房屋或闲置房屋，结合当地人
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
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用家庭
副业方式经营，提供旅客乡野
生活的住宿场所。

近日，六横供电所工作

人员来到辖区虾峙河泥漕
村，为达成“全电民宿”建设
意愿的村民送去电磁灶，并
义务安装测试。他们将帮忙
购买的不同规格的电磁灶分
别送至碧海蓝天概念微酒
店、金沙丽景民宿、怡心湾海
贝民宿等用户手中，并帮忙
完成安装，指导用户使用，告
知注意事项。

河泥漕位于虾峙镇东南
角，背山靠海、天蓝水清，因
独特的渔家风情，近年来知
名度日渐攀升，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此海钓、游玩，享受静
谧时光，渔家民宿因此兴
起。目前，六横供电所辖区
内推广“全电民宿”10家，之
后将继续对接民宿，使“绿
色”乡村民宿形成规模，为区
域“绿色”发展“加油”。

蒋丹妮

舟山供电：推广建设“全电民宿”
桐乡供电：为电网安全撑起“保护伞”

童扬遗失浙江钱江服装小商品市场开具的
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3300164320，发票号码：38697059声明作废。
童扬遗失浙江建华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浙
江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
3300164320，发票号码：10415953声明作废。
遗失 2017年 4月 11日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台州市路桥新月升托运站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1004MA29WGWL24，声明作废。
玉环县天伟机械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
行玉环县支行坎门分理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458000302501，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硕果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028076001声明作废。
嘉兴安杜英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 2018年 2
月 13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代 码 ：
91330402MA29FMCE1X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树立机械配件厂遗失2016年12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代码：
91330205144235562C声明作废。
杭州艾萌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一份，代码：3300174130，
号码：00536770，声明作废。
永鑫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嘉善营业部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代 码 ：
91330421MA28ADGMX0声明作废。
绍兴柯桥宏集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海运提
单，提单号：NBONVG18060432B，船名航
次:KOTAMACHAN0018W， 箱 封 号 ：
CAIU8252119/Y0937531，目的港：NAVEG
ANTES,BRAZIL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上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浙江昂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12MA291PAD2U，声明作废。
胡金宇遗失身份证，签发机关：慈溪市公安
局 ，有 效 期 至 ：2025.02.07，身 份 证 号 ：
330282199902062597，声明作废。
绍兴市睿铂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MA28887
U3U，遗失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市城东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370005563101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甬得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绍兴市海文达纺织品有限公司原始提单正
本已遗失，提单号为：NNGBKO813573，船
名航次为：APLCALIFORNIA/0BE0PW1，
箱号为：OOLU9150246，开航日为：2018年
5月20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市盛意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
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余姚市湘
楚 塑 化 商 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281MA2AG38F99，现拟转型升级变更
为贝纳塑料科技（余姚）有限公司。原个体
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
由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
杭州餐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公告：宁波凤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
此公告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围绕
“患者减轻负担、医保可以承受、中
医发挥优势”的改革目标，日前，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基层中医门
诊常见病按病种支付方式改革的通
知》。

该通知旨在全力推进医保、医
疗、医药、医院、中医、医生“六医”统
筹，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
和优势，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使用
效率，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
平。

通知明确，自8月1日起，我省
二级及以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开展

基层中医门诊常见病按病种支付。
目前列入常见病的有手足口病、上
呼吸道感染、咳嗽、痛经、子宫复旧
不全、消化不良、便秘等病种。针对
以上病种，通知有明确的建议处方、
单帖医保支付参考标准和建议帖
数。

各地要建立基层中医门诊常

见病按病种支付的监测指标体系
和效果评价机制，评价结果直接
与结算相挂钩，通过建立奖惩制
度，促进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
及服务效率。医疗机构要制定相
应的绩效考核政策，调动医务人
员积极性，维护保障参保人员待
遇。

新华社莫斯科7月11日电 还能更燃
一点吗，克罗地亚？

既然已经冲到了这个程度，那就带着
漂亮的传控足球去冲击世界足球的“新王”
吧！

在这届很像热血漫画《海贼王》中“顶
上之战”的世界杯，克罗地亚队就像那个万
军之中横空出世的路飞一样，预示着新旧
时代的交替。德国、西班牙、阿根廷、巴西
队以不同方式纷纷倒下，克罗地亚和比利
时队等新锐实力开始崛起，而一直坚持踢
漂亮传控的“棋盘军团”，就像那个对成为

“海贼王”最为执着的孩子一样，一定要用
自己信奉的技术流漂亮传控去挑战一切、
赢得一切。

比起对巴西队时采用防反踢法的比利
时队、对比利时队采用实用主义踢法的法
国队，克罗地亚队简直就像个天真而纯粹
的少年，始终按照自己信仰的风格去比赛，
他们相信自己的技术，相信自己的踢法，坚
信这样的踢法可以为他们赢得胜利。或许
正是这样的理想和纯粹，让他们迎来了成
为世界杯史上第九个王者的最佳机会。

英格兰队的幼狮们值得赞赏，他们也
用攻势足球踢出了高质量的上半场，但是
面对幼狮的凶猛和撕咬，“棋盘军团”并没
有被这群90后的冲击所吓倒，以莫德里奇
和曼朱基奇等30岁+老将领衔的他们逐渐
扭转了局势，他们用更细腻的个人技术和
整体配合占据了上风，一度在前腰位置上
被切断与队友联系的“魔笛”通过积极的回
撤拉开了空当，他聪明的接应、美妙的盘带
和清晰的梳理激活了克罗地亚队的进攻源
泉，曼妙而致命的音符开始压制“三狮军
团”的气场，也仿佛让这场比赛跨越了时
空：

时光好像倒回1996，我们看到了那个
只求漂亮足球和胜利而不愿回避德国队的
克罗地亚队；空间好像转回1998，我们看到
了那个三球复仇德国战车的克罗地亚队；
佩里西奇天崩地动的神奇一击好似能在空
中拉小提琴一般——虽然没有苏克晃过沃
恩斯的马赛回旋优雅，场面和想像力却更

燃；莫德里奇的运筹帷幄虽然没有博班那
样狂傲，却带着一种抒情诗般的优雅，克罗
地亚队长好像是来自某个超空间的指挥
官，用他的魔笛控制着战场上的队友和对
手，甚至场外的观众，有的人只看到了他华
丽的动作，有的人却透过这表面看到了他
深邃的思想。

在红白相间的精致棋盘上，布局阶段
的不利并没有让克罗地亚人丧气，特里皮
尔的冷酷弧线并没有让对面的“特级大师”
惊慌，在顶住幼狮的三板斧后，大师的棋路
开始转变，莫德里奇、拉基蒂奇、佩里西奇
和曼朱基奇的组合开始编制天罗地网，将
对方的棋路锁死，在密集的传控网中，英格
兰的防线开始渐渐动摇。更令三狮军团惊
恐的是，在10天里已连续打满两个120分
钟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对手本场竟然踢满
90分钟都未曾换人，这是怎样超人般的体
能？面对首发阵容有10个90后的英格兰
队，首发只有3个90后的克罗地亚人却展
现出更可怕的体能，并用更为细腻的传控
掌控了比赛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棋盘军团”的传控足球
深得多点破门的精髓，此前已有多达8人
在本届世界杯上进球的他们，再次体现了
多点破门的难以防范，当上场表现抢眼的
雷比奇陷入沉闷后，一直没进入状态的佩
里西奇突然在左翼爆发，上半场还乏善可
陈的他在65分钟后突然发力，先是一记
中路发炮极有威胁，接着他便用一记极为
罕见的“跨栏式射门”、用左脚外脚背将球
霸气地凌空抢射将比分扳平，而此后这位
国米飞翼便一发不可收拾，又是单车过人
后斜射中柱，又是在加时赛头球后蹭助攻
曼朱基奇打入制胜一球。克罗地亚队除
了三名后卫和门将外，其余所有位置球员
都有进球，这样多的得分点足以令任何对
手头疼，待到决赛时，不知又会是谁爆发
呢？

既然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大戏只差最后
一战，那么就让信仰攻势足球的克罗地亚
队带着他们的华丽传控和梦想继续狂奔
吧！

刚进入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就
迎来密集整顿潮。在住建部、公安
部等七部委宣布自7月至12月在
全国30个城市开展治理房地产市
场乱象专项行动后，仅7月上旬就
有16个省市发布调控政策与执法
结果，“反炒房攻坚战”正式打响。

业内人士认为，和之前调控不
同的是，这一轮调控由住建部主动
出击开启巡查，将调控引向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地调控政策来
看，用多种方式打击投机炒房、打击
违法违规的房企和中介，是新一轮
调控组合拳的主要着力点。

多地调控密集加码

住建部决定在30个城市先行开
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行动，这30
个城市名单是：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天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合
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武汉、成
都、长沙、重庆、西安、昆明、佛山、徐
州、太原、海口、宁波、宜昌、哈尔滨、
长春、兰州、贵阳。

据梳理，以这30个城市为中心
向外辐射，未在名单上但房价有波
动的城市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维
护房地产市场秩序。

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以来，截
至昨日，已有上海、重庆、海口、澄
迈、厦门、宁波、佛山、临汾、昆明、
大理、西双版纳、唐山、枣庄、西昌、
廊坊市大厂县等15个城市（县）以
及河南省全省出台整治房地产市场

的各类政策。这些城市中，一半属
于30个城市名单内，剩下一半则以
三四线城市为主流。

从政策来看，上海是继西安、
长沙和杭州暂停企业购房后，首个
出台规范企业购房规定的一线城
市。但上海政策避免了“一刀切”，
并未像前三个城市一样直接暂停
企事业单位购房，而是提高公司购
房的准入门槛，如须同时满足设立
年限满 5 年、在上海累计缴税达
100万元人民币等条件。

河南省明确列出房地产开发企
业16种违规销售行为，包括取得预
售证后不得在10天内一次性公开
全部房源信息并销售、捆绑搭售、向
不具备购房资格的对象出售商品住
房、实行“零首付”、“首付贷”等违
规行为。一经发现，相关部门会以
暂停网签、案例曝光，甚至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等方式进行处
置。

重庆对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计
税毛利率、个人购房按揭补贴等多
项政策作出调整。对在主城区（含
主城开发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业务的企业，其销售未完工开发产
品的企业所得税计税毛利率由
15%调整为20%；对非普通住宅、商
业、车库的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由2%
调整为3.5%。

海口在房地产市场专项巡查
中，发现一系列违法违规问题，其
中，13人被限制5年内不得在海南

购房，1人被限制5年内不得在海南
开展中介服务业务。

三四线城市房价波动是主因

为何选择在此时加码调控？中
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核
心原因是三四线城市房价出现波
动，对市场来说，发布政策的城市有
望“退烧”。他指出，预计下半年楼
市调控力度将全面超过上半年，特
别是从7月开始，从住建部等多部
门开始的政策监管将是下半年市场
的主要特征，在政策推动下，市场将
逐步平稳。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全国
超过40个城市发布了各类型的人
才政策，部分导致地方楼市限购政
策被绕道，刺激了市场情绪。与此
同时，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杭
州、西安、武汉、深圳等8个城市开
启房源摇号政策，也从侧面带来市
场恐慌，针对摇号“暗箱操作”的惩
罚措施相继出台。

“摇号可以说是一个无奈之举，
短期的确有效，起码可以公平一些，
增加普通人买房的概率，但后果也
非常严重，如果不配套其他政策，只
限价、只摇号，那么各种暗箱操作会
越来越多。”张大伟说。

“反炒房攻坚战”正式打响

细数近两年的房地产市场调
控，第一轮调控自 2016 年 9月 30
日开始，多地开启限购。2017年3

月17日开始第二轮调控升级，主要
政策内容是限售。第三轮调控自
2017年7月开始，租赁成为政策主
要内容。2017年9月，三四线城市
加入第四轮调控。2018年 3月开
启第五轮调控，主要特征是开启销
售摇号等政策，以及两会后对房地
产长效机制的预期。

本轮即第六轮调控自2018年
6月开始，除了三四线城市调控深
入外，主要以住建部主导问责，多部
门开启房地产巡查为主要特征。住
建部明确提出，本次专项行动的打
击重点包括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
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
假房地产广告四个方面。

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是首次公
安部加入的专项行动”，中央“房住
不炒”决心坚定，房地产调控不会停
止。

张大伟也表示，“在不停调控
中，房价继续上行，给调控带来了政
策边界效应持续递减的影响，第六
轮住建部开始主导的多部委调控会
不会带来下半年市场不一样的变
化，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指数研究院相关人士预
计，下半年，一二线热点城市延续上
半年趋势，成交稳中有降，价格趋
稳；三四线由于棚改货币化安置比
例将有所下调，下半年市场将有所
降温。整体来看，量降价稳仍是趋
势。

据《经济日报》

7月多地楼市调控加码

“反炒房攻坚战”正式打响

我省开展基层中医门诊
常见病按病种支付

带着漂亮传控
去冲击“新王”吧，

克罗地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