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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再垄断住房用地
会影响房价吗？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在郑州买
房，该不该把农村户口迁过
来？”“政府不再垄断土地，未
来房价会降吗？”“银行利率短
时间内会下降吗？”“孩子上学
是公立的好还是私立的
好？”......自《楼市百问》开通
以来，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很多
读者发来的问题，对此，我们
特别邀请公众号“楼市微观”
相关专家为大家进行解答。

1.为了孩子上学，想把媳妇
的户口迁到郑州买房，毕竟郑州
教育资源更好。可是媳妇不愿
意，说农村户口更值钱。我应该
怎么劝她？

答：关于农村户口是否有必
要迁往城市，很多人认为农村户
口“更值钱”。

政府早就有政策，农村户口
入城不因户口的迁移而丧失原籍
权利。

如果你是农村户口，且在未
来两三年内名下土地、宅基地有
可能被征用，迁移户口意味着失
去了城市化带来的权益。因此，
建议还是不迁为好。

但是，如果是偏远的农村，短
时间内土地没有被征用的可能，
把户口迁入一、二线大城市是非
常值得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2.住房土地不再由政府垄
断，对房价会有什么影响？

答：“权属不变”“符合规划
条件下”，非商品房开发用地建
设商品房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
大。且无论从现行的法律法规，
还是从目前各城市对土地财政
的依赖来看，短期内彻底打破地
方政府对商品房开发用地的高
度垄断，还不太现实。

过去很多企业有使用权的
土地，比如商业用地、工业用地，
在符合规划条件下，将来有可能
转变成出租房，不是保障房，更
不可能是商品房。

这属于房地产供给侧改革，
也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助于缓和部分大城市
房价长期上涨的紧张局势。改
革会遇到各种阻力，推进没那么
快，不会立即传递到房价上去。

政府不再垄断住房土地供
应，对集体土地价值将产生非常
大的提升，其中，城市租赁市场影
响最大，对于商品房住宅市场来
说也能起到缓解供需的作用。需
要注意的是，住房包括商品房、保
障房、租赁房等，住房不能等同
于商品房，目前看，政策更多提
及的是租赁住房试点，集体土地
用作租赁用地是试点方向。

3.现在利率是1.2倍，传言银
行的贷款利率有可能继续提高上
浮比例，短期内有可能下降吗？

答：过去一年多银行贷款额
度透支，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又是
进一步趋紧，这便造成了银行缺
钱。另一方面，房贷的需求在进
一步增加，但是银行获取的存款
资金却有限，僧多粥少，势必造
成利率上涨。

短期来看，央行的金融政策
没有宽松的迹象，对首套刚需来
说，也很难承受进一步的利率上
涨。因此，未来半年，按揭贷款
利率应该会维持现状。如果上
浮的贷款利率下调，可能是建立
在央行加息的大背景基础之上。

4.我刚毕业，看郑州房价一
直在涨，想先买个90平方米左右
的，现在买房应该考虑哪些方
面？北区和白沙，单价 1.5 万左
右的，给推荐几个吧。

答：买房分为两种需求，一
种是投资，另一种是自用。

投资需求又分为长期持有
和短期转售两种。长期持有是
一边享受稳定而持续的租金收
益，一边享受资产的长期溢价增
值空间。而短期转售，则更看重
短期的溢价增值以及转售时的
变现能力。

自用需求则相对复杂些，因
为每个家庭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有的是多口之家，需要改
善，要求面积的提升；有的是刚
需小白领，需要的是配套完善、
通勤便利，最好是地铁口；有的
是学区需求，需要有名校；有的
是自由职业者，不需要打卡上
班，喜欢安静；有的是批发市场
商户，需要离市场不要太远……

所以，没有最好的房子，只
有是否适合自己的好房子。如
果你是刚毕业的职场新人，购置
在白沙肯定不合适。北区的名
门翠园、融创珑府、建业富力尚
悦居都是不错的选择。

5.买了一套二手房，房东贷
款没还清，让我先付首付款，他
去解押再过户，这样合理吗？

答：在二手房买卖过程中，
这是较为普遍现象，但是存在一
定风险，即：你付了首付款，而对
方没有解押，或者是解押了，卖家
违约不愿再过户。虽然概率很
低，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存在。

给你的建议是走全监管流
程，如果卖家无资金解押，最好
是他在收你首付款时，让房东找
1-2名担保人。

（注：本文观点仅供参考）

220个村落有望入选
第五批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
□记者 孙煊哲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
开始对拟列入第五批河南省传
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进行公
示。该批次共有220个村落入
选。截至目前，河南省已有591
个河南省传统村落和124个中
国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
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现
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

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
的村落。通知要求，调查推荐
对象应符合历史文化积淀较为
深厚、选址格局肌理保存较完
整、传统建筑具有一定保护价
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良好
和村落活态保护基础好等条
件。

自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数
次组织传统村落调查，分4批将
4153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

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省
共有124个村落入选。

本次公示的220个传统村落
分布于全省22个市县，其中郑州
4个，洛阳30个，平顶山16个，安
阳20个，鹤壁13个，新乡15个，
焦作6个，濮阳2个，许昌18个，
漯河1个，三门峡20个，南阳17
个，商丘5个，信阳23个，周口1
个，驻马店1个，济源5个，汝州
10个，滑县1个，长垣3个，邓州
7个，固始2个。

河南北大资源
2018年度品牌发布会落幕

1月20日以“致敬中原·
启封未名”为主题的河南北
大资源2018年度品牌发布
会在郑州CBD·万豪酒店圆
满落幕。北大资源集团副总
裁兼CFO王亮、湖南不动产
商会会长李咏、河南省房地
产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赵进京、国际网球协会亚
太区总考官道格拉斯、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兼房
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峰
等在现场展开讨论，从不同
层面对运动、健康、人居三大
主题发表自己看法。北大资

源湖南公司兼河南公司总裁
杨瑞峰在会议上针对精工品
质做了诠释，就“满足需求、
创造需求”做了全面解读。
北大资源集团品牌部总经理
胡晓芳对北大资源“新生态
城市运营商”的品牌战略进
行详细阐述，同时针对北大
资源多元化产品战略“丛
（C）林(L)计划”做了全方位
解读。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徐晓娟全
面解析了北大资源“府系”产
品的 3s + 5H + U8 人居体
系。G

郑州百荣世贸商城1月19日开业

1月 19日，由郑州百荣
世贸商城倾力打造的“‘万商
云集荣启新程’百荣世贸商
城开业盛典”在郑州市京广
路南四环隆重举行。北京
百荣集团常务副总裁沈国
灿、北京百荣集团副总裁兼
郑州投资公司总经理徐杰、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建树、郑州百荣世贸
商城总经理徐国珠，中国代
理商协会会长樊晓军、二七
区工商联、百荣华中商会会

长张一帆，北京华联超市河
南区总经理解江峰等领导，
著名影视演员佟丽娅、知名
歌手金志文和高进共同出
席此次开幕式。百荣世贸
商城在经营理念上打破传
统思维壁垒，开行业先河，
以体验式商场布局，打造特
色体验馆、共享空间、一站
式采供结算中心，全方位满
足商户商贸经营、商务洽
谈、金融包装、管理服务等
提升需求。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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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楼市官方微信

永威·上和郡光之殿堂正式开放

1月 20日，永威置业年
终媒体答谢暨永威·上和郡
光之殿堂开放仪式正式开
幕。近50家媒体嘉宾、新老
客户，以及慕名而来的永威
业主和地产同行，共同见证
开放盛况。自此，深耕中原
13载的永威置业，用一座光
之殿堂让中原看到了一个
充满向光美学的永威·上和
郡。备受期待的光主题摄
影大赛，也在光之殿堂开放
仪式上正式启幕，1月22日
永威·上和郡官微将发布
摄影大赛相关微信，参与
大赛的嘉宾可进入微信上
传摄影作品，同时可邀请

好 友 拉 票 、投 票 ，赢 取
iPhone8Plus大奖。正如永
威·上和郡项目总经理樊小
杰所言，永威集 12 年精细
化匠心精工，方成上和高端
豪宅产品系。上和品牌，立
足于永威全新升级的13重
精工体系之上，拥有自己独
特的高端豪宅系品牌基因：
以永威 13 年品牌为基底，
择址城市高端区域，携手大
师进行项目整体规划和设
计，不计成本打造符合现代
东方审美的宽厅和院艺术
品。北龙湖永威·上和院如
此，郑东绿博永威·上和郡
亦是如此。G

2018新郑企业家思享会举行

1 月 20 日由薛店镇主
办、中原创客小镇核心区
——航美国际智慧城承办的

“科技创享未来——2018新
郑企业家思享会”在航美国
际智慧城国际会议中心隆重
举行。新郑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赵敏祥、新港产业集居区
管委会副主任乔建伟出席会
议，科技局、薛店镇党政班子
成员、龙头企业负责人、银行

等金融机构代表百余人参加
了会议。创新驱动发展，科
技创享未来。新的时代新的
机遇，航美国际智慧城作为
中原创客小镇的核心区域，
将在新的经济形势之下，承
接和搭建各种创新交流平
台，汇聚先进生产力，为区
域经济价值的提升、高端产
业 的 汇 聚 贡 献 更 多 的 力
量。G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