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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行
———新华保险关爱环卫工人公益活动

1月19日，新华保险公益基金志愿者联盟内蒙古分部-巴彦淖尔站志愿者乌拉特前旗
支公司，携手乌拉特前旗志愿者协会及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参加了“不忘初心，与爱同行”
关爱城市环卫工人爱心活动。

新华保险巴彦淖尔站志愿者对环卫工人的付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给城市带来了干
净整洁的环境，为城市美丽的妆容默默无闻的奉献自己。

新华保险巴彦淖尔中心支公司为环卫工人捐赠面粉100袋、对联350副，同时乌拉特前
旗志愿者协会授予新华保险乌拉特前旗支公司“爱心企业”荣誉牌匾。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每天早出晚归守护着城市的每个角落。
新华保险巴彦淖尔站志愿者们将继

续发扬爱心企业精神，肩负社会责任，关
爱城市黄玫瑰。 文/刘玉龙

2018年房地产从严调
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正
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
上，10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房地产调控以稳
为主，强调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此外，“一城一策”成为
高频词。专家认为，这预示
楼市调控灵活性增强。

多省份提“三稳”

从已召开的各地两会
看，今年调控以稳为主，确
保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被
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去年年底，住建部在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上提出了“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要求，多地
两会也明确提出“三稳”。

上海将加强房地产市
场调控不动摇、不放松，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价保持总体稳定；河南
强调，“加强市场供需双向
调节，坚决遏制投机炒房，

加强城市之间政策联动和
统筹协调，落实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责任”；福建
提出，“健全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
制，切实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

不少地方还明确了稳
定房地产市场的目标、措
施。陕西省提出，推动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
防控房地产领域风险。四川
省提出加强房地产市场监
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深圳市强调，以更
多经济手段构建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配套政
策落地，并推进住宅政策性
金融机构改革试点。

“政策总基调没有变，
依然是‘稳’。”北京市人大
代表、北京大学房地产法
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认
为，落实“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要求，今年各地定
位房地产市场不会离开这

个主基调。稳定房地产市
场的核心，就是要防止房
价暴涨暴跌，“房住不炒”
的定位没有变。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
中心总监严跃进等业内专
家分析，各地两会透露出

“稳字当头”和强化预期管
理的信号，表明各地楼市
调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将
会继续下去。

住房保障力度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各地两会强调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并强化了租赁住
房布局。

一些城市普遍聚焦住
房保障，力度比往年有所
加大。北京提出，完善住房
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
系，多渠道建设筹集政策
性产权住房6万套，完成棚
户区改造1.15万户，相较于
去年力度更大。广州市明
确，2019年要扩大户籍家

庭住房保障覆盖面，基本
建成保障性安居工程3.2万
套，也超过了去年力度。

其他热点城市和省份
也加强了住房保障体系的
建设。上海提出，新增供应
各类保障房8万套；深圳的
部署更加具体，提出加大
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筹集力
度，建设筹集人才住房和
保障性住房8万套、供应3.4
万套；安徽预计新开工保
障性安居工程21.45万套，
基本建成10.19万套；福建
2019年将完成棚户区改造
4.5万套。

为构建租售并举的住
房格局，各地在租赁市场
下功夫颇多。福建强调加
强共有产权住房和租赁房
建设，培育住房租赁市场；
北京市今年多渠道建设筹
集租赁住房5万套（间）；深
圳提出完善住房租赁监
管，出台专门政策严控住
房租金过快上涨；上海新

建和转化租赁房源21.2万
套，新增代理经租房源14.6
万套，建成住房租赁公共
服务平台。

易居企业集团首席执
行官丁祖昱认为，重视保
障、鼓励租赁是近年来构建

“租购并举”住房格局中的
重要一环，今年多地将进一
步补齐保障和租赁的短板。
针对目前房屋租赁市场诸
多不规范现象，多地加强制
度建设、金融支持，有利于
实现租售“两条腿”走路。

“一城一策”成调控高

频词

记者发现，“一城一
策”成为多地政府工作报
告中的高频词。专家认为，
这预示着楼市调控灵活性
增强。

多地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实行“一城一策”。
福建省提出，落实城市主
体责任，编制实施住房发

展规划，福州、厦门编制
“一城一策”实施方案；河
南省明确坚持因地制宜、
综合施策，实行“一城一
策”。另外，杭州、宁波、成
都、长沙等地还明确将开
展房地产市场调控“一城
一策”试点。

“在‘房住不炒’的大
前提下，‘一城一策’已经成
为核心政策逻辑。中央定原
则，地方定细则，夯实城市
政府主体责任。‘一城一策’
既能给予地方调控的灵活
性，同时避免统一调控带来
的系统性风险。”贝壳研究
院院长杨现领表示。

据了解，自2018年底
至今，菏泽、青岛、珠海等
地对楼市政策进行了微
调。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
席分析师张波认为，无论
地方采取何种微调都是为
了“趋势的稳定性”，调控
在不同城市表现出地区差
异性，有利于楼市整体保
持平稳。（据新华社报道）

1月28日小年夜，随着
西安城墙新春灯会正式点
亮，为期66天的“西安年·
最中国”春节系列活动徐
徐拉开大幕。当晚，十三朝
古都西安首次与六朝古都
南京联合打造“双城灯
会”，吸引了上万市民和游
客前来观赏。

近两年来，古城西安
在沉寂多年后一跃成为

“网红城市”和热门旅游目
的地。记者采访发现，“网
红”的背后是西安市深度
整合全市文化旅游资源，
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快
速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价
值，结束了过去“端着金饭
碗过穷日子”的尴尬局面。

大整合“激活”文化资

源

作为千年古都，西安
以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闻名于世。但相当长时
期以来，这些资源的价值
不仅没被充分挖掘释放出
来，反而因种种因素成为
影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

“包袱”。
“以城墙为例，西安明

城墙过去由5个单位管理，
全长13.74公里没有打通，
别说举办大型活动，最基本
的游览体验都不好。”西安

城墙管委会副主任吴春说。
为了撬动这些历史文

化资源，西安打破传统条
块管理藩篱，将全市大部
分文化旅游资源划转给全
国首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区———曲江新区统一规
划和运营。西安市通过“大
整合助力大策划，大策划
带动大发展”，盘活历史文
化资源，兑现城市应有的
价值。

吴春介绍说，现在城
墙建立起文化遗产标准化
管理体系，通过举办大唐
入城仪式、春节灯会、大型
灯光秀、城墙马拉松等活
动，让城墙再次焕发活力。

除了整合城墙、大明
宫、“兵马俑之乡”临潼等
多个景区，西安市还将西
安歌舞剧院、西安话剧院
等多家文艺院团以及西安
饭庄、德发长、同盛祥、春
发生等11家“中华老字号”
纳入曲江新区旗下，跨领
域、跨行业整合资源，为文
化、旅游、演艺等搭建市场
化平台，推动文化产业和
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

“打破原有事业单位
的管理体制，将优质资源
划转一家开发区，按照‘事
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
式统一运营，最大的好处
是执行力强、效率高，为古

城探索‘文化驱动’城市发
展提供了新路径。”曲江新
区管委会主任姚立军说。

大策划催生“网红城市”

记者采访发现，西安市
深度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不
仅引爆了旅游市场，还迅速
提升城市形象，一跃成为备
受追捧的“网红城市”，为城
市发展带来综合效应。

2018年西安市开展了
贯穿全年的城市品牌推广
活动。去年春节期间，西安
首次推出“西安年·最中国”
的系列活动，20余天接待中
外游客超1000万人次，使西
安成为全国第四大春节旅
游热门城市，也让西安成为
新晋“网红城市”。

2019新年伊始，西安
又策划了“春满中国·醉西
安”“夏爽中国·嗨西安”

“秋染中国·赏西安”等旅
游推介活动，打响了“西
安·最中国”的文化标识。

西安市还把中国传统
资源创造性地展示，着力
打造“音乐之城”“博物馆
之城”“书香之城”，举办丝
绸之路电影节、中法文化
论坛、国际马拉松赛，在城
墙、大唐不夜城打造光影
表演、灯光秀等活动，通过
这些活动给游客展示了一

个时尚、科技、国际化的古
城。

城市形象的提升带来
了旅游产业的“真金白
银”。西安旅游发展委员会
的数据显示，2018年西安
市接待海内外游客超过2.4
亿人次，同比增长36.73%；
旅游业总收入2554.81亿
元，同比增长56.42%。

大发展助力古城“国

际化”

西安的改变，正逢其
时。随着城市形象的提升，
加之西安市推行的人才新
政和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自2017年西安推出史上最
宽松的“户籍政策”，西安

市新增户籍人口超过100
万；2018年新增登记市场
主体突破50万户，阿里巴
巴、腾讯、吉利等一大批项
目落户西安。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西安GDP达8300多亿
元，同比增长约8.2%，三年
跨越三个台阶，从6000多
亿增长到8000多亿元，增
速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
列。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西安，这个曾是东
西方文明交流枢纽的内陆
城市，再次站到对外开放
的前沿地带，正以自信主
动的姿态推动与丝路沿线
国家的交流，不断壮大丝
路“朋友圈”。

从西安出发的“长安
号”国际货运班列自2013年
开行以来，连通了西安至丝
路沿线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直达德国、芬兰、匈牙利、比
利时等欧洲国家，已基本实
现欧洲全域覆盖。

近两年，西安先后举
办了丝路国际艺术节、丝
路国际电影节、丝路旅游
国际博览会等大型人文交
流活动以及“一带一路”海
关高层论坛、丝绸之路旅游
部长会议等重要国际活动。
西安国际领事馆区也在加
快建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来陕旅游、经商、学习。

沉寂多年的千年历史
名城正在重新显露“国际
范儿”。 （据新华社报道）

地方两会透露2019年楼市调控信号

千年古都西安缘何成为“网红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