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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市场开始进
入相当微妙的时
刻，一路高涨的
房 价 终 于 现

“跌”，成交一直
在低迷状态下徘
徊，地方政府纷
纷推出“救市”政
策，“拐点论”和

“崩盘论”再度甚
嚣尘上。2014年
度中场之际，很
多人心生疑惑，

“救市”政策收效
如何？市场调控
的主流手段怎么
样？楼市会不会
崩盘？

解答：5月7日，郑州发布《郑州市个人住
房置业贷款政策性担保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依法设立的住房置业政策性担保机构可
以作为保证人，为申请个人房贷的借款人提供
保证，借款人未能履行房贷偿还义务时，由担
保机构偿还房贷。值得注意的是，政策不只为
公积金贷款提供担保，还为商业贷款提供担
保。

随后，郑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组合
贷”政策，最高可贷70万，贷款金额不得超过
所购房总价的70%，组合贷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30年。

这些政策效果如何？事实上，记者走访多
数活跃楼盘的现场发现，郑州楼市并未出现火
热景象，整体表现较为平淡，政策前后差别并
不明显。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甚
至认为，郑州的松绑之举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
上的“救市”。他认为，原本各地都有政府下属
的担保机构，费用也不高。银行放贷不需考虑
担保，抵押就够了，郑州房价铁定不会大跌。
当前银行不愿放房贷的主因是利薄。言下之
意，房管局提供房贷担保并不能直接提振银行
信心，解决银行放贷紧张是根本问题。

“至于放松限购，郑州不会跟风。”业内人
士认为，放松限购本身也要经过市场检验，一
些城市放开限购之后没什么效果，没反应，限
购自然就退出了。一些二三线城市取消限购
对成交量和价格的影响不会很大，现在的情况
在意料之中，因为当前房地产形势和三年前限
购时的情况大不一样。

“经过多年限购后，又有房产税开征预期
的压力，多数人的投机欲望大大消退。即便放
开限购，也只能达到短期的刺激效果，很难持
续下去。”业内人士认为。

解答：本届政府对待楼市调控的态度，在
2014年3月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有体现，
就是“分类调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
虹表示，这是在“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满足合
理的住房需求”这个大的政策方向不变的前提
下，从过去的多为“一刀切”的政策转为“分类
调控、分城施策”，从过去偏重需求端的调控转
为供给端与需求端并重的“双向调控”，从过去
对房价的直接调控转为对住房供求关系的调
整。

4月份以来，地方政府开始不断做出试探

性微调政策，南宁、杭州、铜陵、无锡和天津等
地纷纷出台政策，包括限购松绑、增加财政补
贴等政策。更有传言称，除了四大一线城市之
外，预计全国有超过30个城市有放松限购政
策的预期和可能性，传闻引起了社会各界关
注。不过，该传闻目前尚未得到权威证实。

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城市成交低迷、大幅
降价、频频救市已引发了中央层面的关注。住
建部日前兵分几路分赴南京、广州、深圳、福州
等地密集调研地方楼市，实地了解房地产市场
下滑程度，但具体汇报内容和国务院态度目前
尚未披露。

对此，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分类调控会成
为政府对房地产的基本态度。郑州一楼盘营
销负责人分析，对房价过快上涨的一线城市坚
持限购，其他城市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微调，这
是现阶段中央对于房地产调控的基本态度，但
短时间内不可能全面放开。

业内人士认为，就郑州而言，房价稳步
小幅增长，库存量也在合理范围内，市场相
对仍较为健康。而且，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
的核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房地产作为支
柱产业，不应继续打压，所以郑州楼市仍以
平稳为主。

解答：今年以来，持续高涨了十多年的楼
市，开始弥漫着一股寒意。以往的楼市小阳
春，今年早已不见了踪影。各大城市楼盘打
折、降价和各类促销信息频频见诸报端。

中国指数研究院5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5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自
2012年6月以来连续环比上涨23个月后，首次
出现环比下跌。基于当前市场现状以及数据情

况，不少媒体、专家抛出楼市“拐点论”甚至“崩盘
论”。对此，业界人士分析，楼市确实进入了调
整期。这是我国商品房市场连续多年高速扩
张和房价持续猛涨并形成泡沫以后必然会出
现的自然调整。加之，中国经济整体都在调
整，由粗放的高速度低质量增长转入集约的中
速度的高质量增长，由过分依赖投资转向主要
依靠消费，由过分依赖出口外需转向主要依靠

扩大内需，商品房投资减速和商品房价格适度
下行已成这轮经济调整的必然选择。

对于楼市崩盘论，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向清认为，从长远来看，
楼市崩盘是不可能的，上至中央下至消费者，
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接下来，市场将趋
于理性，行业趋于分化，国家逐步把房地产让
市场来调节。

问题 ：目前，全国房价涨幅收窄和下跌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多，是否可以视作楼市进入调整阶
段的重要信号？楼市会崩盘吗？

问题 ：如何看待目前市场呼声较高的“分类调控”政策？

问题 ：5月份，郑州相继出台个人住房置业贷款政策性担保管理办法和组合贷政策，外界将此
看作是“救市”举措，就目前郑州整体市场而言，这些政策是否起到所谓的“救市”功效？

□记者 袁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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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洗外墙打孔防水61612779
●家佳美 55518187保姆月嫂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长期开荒保洁洗墙60331406
●清洗刷漆防水 6630006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66662288 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鸿基梦 66666601
全国连锁金牌家政优惠酬宾
钟点工，空房沙发地板地毯

亿湛 55007473
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汽车电车定位 13939056712
●好专利寻合作 13592656086
●租赁灯光音响 13803710525

招 商
●河南大型农副生资种子兽
药陶瓷工艺品贸易港隆重招
商 13633822652、138383
38399地址郑州黄河大桥北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
各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
兼职、项目合作 18339246111
●眼镜店加盟 13598048752
●亳州老窖，让你等酒了，
全国招商 18963722989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有项目资金求购合法工业
用地或合作开发 13673648300
●山东富士电梯招市县办事处
个人代理18903855155
●贺贝尔润滑油寻有实力伙伴
共创全国市场 13838269102

●英语培训加盟 18339600777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0.3实时到帐pos18603715350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食品馅料生产企业因发展
需扩大规模，诚请有识之士参
与控股经营，证照齐全。电
话15515784699
●我单位有土地资源，黄金地
段寻合作者，有意者持三级
企业资质前来洽谈。联系电
话：15617903299
●长葛市增福创业园规划占地
500亩，107国道纵贯园区，正在
招商。电话：13603456165
寻生产商合作
免押金、送设备、预付定金,
货到付款。020-22626316、
22626306、13580535619徐总

银联 pos招商
0371-66950000 15537372727

医药招商
●供白蛋白及各类药品、器械
耗材，投资、合资开办医院和
门诊部。华源医药13903715905

转 让
●转郑成熟家政 15537100067
●金水路酒店转 18638127299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位佳养生会所 15939015135
●转门面房350㎡13383825007
●位佳宾馆转让 18237188522
●药店转让前进路18638258706
●急转花园路红专路口300㎡
饭店低租金 18838126882
●位优汽车展厅 13903811389
●熟食店转让易 15617623388
●国基路索凌路 85平方旺铺
转让刘先生 13526693452
●临街辅导班 13223099135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盈利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专业维修空调 13683836352
●格力美的清洗补氟56683861
●厂家车移修收空调8888870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精修空调 56775988

●移修空调充氟 13140076669
●50元充氟维修清洗55551684
空调加氟 56688836
电脑维修

●24小时服务热线 56736001
●修电脑20元上门15286812118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软件网站
●网站、外包服务15515555565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网络建设推广托管86073728
●398 起建网站 15093249093
●微信公众号开发 67889860
●建站满意再付费 53315698
●二百元建站 13323811901

让饭店酒吧
●转建业路川菜馆13298139505
●位佳550㎡饭店15738314180
●1100㎡承包转让18638513810
●430㎡饭店转 15038213232
●30万转让经三路北段 1300
平方饭店18695905250

●转让营业中550平方火锅店
金三角地段 13663843937
●转位佳饭店 13383717039
●盈利饭店转让13837100129

公 告
●丁允,请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五日内到学校办理相关
事宜.郑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寻找尸源
●2014年5月19日
早上 6 时许，驻
马店市上蔡县华
陂镇华陂街西南
青龙沟内发现一
具高度腐败女尸，年龄35岁左
右，身高1.6米左右，体态中
等，黄色中长发。望广大群众
积极提供2014年3月前失踪具
备上述特征的人员线索。对提
供线索经查证属实的，给予三
万元奖励，并为其保密。
联系单位：上蔡县公安局
联系人：张警官18625332302
杨警官18639959797
分类信息栏目分别在B15、17、18、22、23版

楼市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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