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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期，住建部频繁约谈热点城市，并调整完
善住房公积金等相关制度规定。部分被约谈城市陆续相继发
布调控新政。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4月份70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一线城市房价同比降
幅持续扩大，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回落，环比涨幅有所扩
大。在“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调控原则下，3月份以来多城
密集加码调控措施。

住建部约谈住建部约谈1212城负责人城负责人

“五一”前，住房城乡建设部还约谈了西安、海口、三
亚、长春、哈尔滨、昆明、大连、贵阳、徐州、佛山等10
个城市政府负责人。

5月9日，住建部就约谈了成都、太原两市政府负责人。
约谈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坚持房

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
任，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约谈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
实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稳房价、稳租金的调控目标；要加
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抓紧调整土
地和住房供应结构，大力发展中小套型普通住房；加强资金管
控，有效降低金融杠杆，防范市场风险；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
序，加强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遏制投机炒作，支持和满足群
众刚性居住需求。

热点城市新房价格稳定热点城市新房价格稳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
的城市有59个，与上个月比少1个。1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低于去年同期，福建泉州则持平。

从同比涨幅来看，深圳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跌，北京、无
锡、郑州、合肥、杭州、南京、福州等7个热点城市房价连续7个
月下跌，上海连续4个月下跌，广州则自2015年8月以来首现
下跌。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新房价格齐现下降。

数据同时显示，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2.2%的同比降幅
连续8个月领跌全国，哈尔滨则以12%的同比涨幅领涨全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4月份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持续扩大；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亦现回落。
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继续保持稳定。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虽整体比上月有所回
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哈尔滨、北海、大连、昆明、沈阳、西安、贵
阳、乌鲁木齐和南充9个二三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同比涨幅仍
超10%。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今年以来，西安、郑州、长
沙等二线城市发布人才落户新政，落户门槛降低导致当地导
入大量人口，致使城市刚需群体扩大，购房需求拉动了部分二
线城市房价上涨。在供给端，二季度以来高价楼盘预售证发
放节奏明显加快，亦带动了住宅价格的整体上涨。三线城市
则主要来自棚改货币化安置的驱动，购房需求集中释放。

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扩大二三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扩大

从环比来看，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势头更为明显。
4月份，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加3个至58个，下跌

城市数量则依然为 10 个。其中，最高涨幅为辽宁丹东的
2.0%，海口和三亚同以1.9%的涨幅位列其后，另有西安等12
个城市的房价环比涨幅超过1%；安徽安庆则以环比降幅0.3%
领跌全国。

刘建伟指出，4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大，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三
线城市一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均比上月扩大。一线城市新房
和二手房价格则环比分别为持平和略降。

中国社科院城市所不动产室主任王业强认为，从数据来
看，在严控之下，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势头已被有效遏制。部
分三四线城市由于购房政策仍相对宽松，房价环比出现一些
波动。

多城密集加码调控多城密集加码调控

近期，住建部先后约谈了今年以来房价波动的10多个重
点城市，要求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确保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四部门日前还联合发
布《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要求防
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热点城市首套房房贷利率继续上浮，武汉、杭州、西安等
二线城市宣布购房“摇号”政策……3月以来，多城密集加码调
控政策。

据中原地产统计，今年全国两会后，已有大连、昆明、杭
州、长沙、武汉、深圳、西安、广州、成都、南京和丹东等20多个
城市发布楼市调控新政策，海南更是全域限购。

从目前各地已出台的调控政策看，因城施策和分类调控
特征明显，措施也更加多元。如广州提高了外地户籍购房者
的公积金贷款门槛，海南省则推出“5 年限售+5 年社保+
70%首付”的政策组合，广东东莞规定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
格一经备案不得上调；丹东和哈尔滨等城市则宣布实施限售
政策……

王业强认为，2017年调控政策主要集中在热点城市，2018
年以来出台的调控政策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热点城市的
调控政策则持续加码。这是各地落实中央“房住不炒”的定
位，积极发挥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的表现。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陈
炜伟 安蓓）针对近期一些地方政府通
过 多 种 措 施 引 进 人 才 的“抢人大
战”，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孟 玮 16 日 回 应 说 ，既要“引才引
智”更要“用人留人”，把人才留在
当地，实实在在为当地经济发展做
贡献。

孟玮在国家发改委当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随着各大城市持续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新增就业岗位多、
人才需求量大，对人才的竞争成为必
然。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人才新政，支
持大学生落户，体现了对人才的重视，

是对过去“重物轻人”的传统城市发
展观念的调整。

孟玮指出，把人才留下来，关键
一点是政府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和政
府服务，不断优化城市的硬环境和软
环境，为人才干事创业营造富有活力
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

“人才的引进要和地方经济发展
战略紧密结合。”孟玮说，地方政府
要做到人才引进与本地区发展战略、
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同步谋划、同步
推进，实现人才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深度融合。此外，要坚持政府和市
场两方发力，政府要为人才引进搭

台，同时要发挥用人单位在人才培
养、引进和使用中的主导作用。

孟玮还表示，我国高学历劳动力
的空间分布和经济布局、产业集聚还
不够协调，产教融合的程度也还不够
紧密，存在着结构性就业矛盾等问
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下一步，国
家发改委将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
力度，为推进各类要素市场化配置、
促进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动创造更有利
的条件。同时，将加强新时代人口流
动趋势的特征研究，积极谋划人口减
少区域的发展问题，及时提出完善人
口流动的有关政策建议。

新华社杭州5月16日电（记者 唐
弢）走进浙江上虞丰惠镇小庙弄6号，
抬眼就能看到一幢典型的明清庭院式
建筑，俗称“王家台门”，坐南朝北，青
砖墙，石库门，这里就是英烈王一飞的
故居。

王一飞，1898 年 11 月 17 日出生。
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前往上海
探索革命真理，开始了革命的历程。

1921年，王一飞被派往苏联，在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 年转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人。1924
年 6 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召开
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第四次
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以中共列席
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因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1925 年初夏，王一飞根据党的指示
回到祖国，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不
久又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负责
上海和浙江两省的党务工作。在上
海工作期间，王一飞与陆缀雯结婚。
他常对妻子说：“我们的生活是奋斗
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
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
亦不愿！”

北伐战争期间，当北伐军进入
江西战场与军阀孙传芳部激战时，
王一飞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
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赴江西前线视

察，加强与北伐军苏联总顾问加仑将
军的联络，多次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
反映江西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就
北伐军继续进军的方针和部署，提出
切实可行的建议。

1927 年1月，王一飞回到上海后，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紧张地投身
于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
义的准备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

产党人，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

抓军事工作，并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
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被派往鄂北
指导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虽然这次
暴动未能实现，但他在鄂北播下了革
命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鄂北
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0 月中旬，党中央派王一飞和罗
亦农前往长沙，负责改组中共湖南省
委，并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
记。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决定举行
长沙暴动，由王一飞任总指挥。曾与王
一飞在一起工作的刘英回忆：“在准备
长沙暴动的日子里，一飞同志亲自积
极组织联系，到处奔忙，辛苦万分，但
他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并经常不断地
鼓励我们。”

12月10日，长沙暴动的枪声打响
了。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暴动未
能成功。长沙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再
次笼罩长沙城。反动当局疯狂地搜捕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8 年 1 月 11
日，由于叛徒告密，王一飞不幸被捕。

1月18日，王一飞高呼“中国共产
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的口号英
勇就义。王一飞牺牲后，没有留下任何
财产，只给妻子留下两人合拍的照片
和两人往来的51封书信。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陈
炜伟）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调查数
据显示，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为 61578 元，比 2016 年
增长7.3%。

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年平
均工资131929元，增长6.5%；专业技术
人员83148元，增长8.9%；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58211元，增长7.3%；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49502元，增长
5.9%；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50703元，

增长5.6%。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平均
工资最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
员平均工资最低，岗位平均工资最高与
最低之比为2.67，比去年扩大0.02。

从各岗位区域间差异看，五类岗位
平均工资最高的区域均为东部。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岗位平均工资
最低的区域为东北地区，其他四类岗
位平均工资最低的区域均为中部。

从各岗位行业间差异看，中层及
以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

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
服务人员四类岗位平均工资最高的
行业均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平均工资分别为 253450 元、
148705 元、92258 元和 88674 元。生产
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
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平均工资为81800元。

国家统计局的此次调查，包括了
16个行业门类的约98.3万家规模以上
企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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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城市被约谈 楼市调控升级

国家发改委回应地方“抢人大战”

不为时代之落伍者不为时代之落伍者——王一飞王一飞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陈
菲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下发通
知，公布了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起作出
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
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84.7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
检察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作为赔

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
新的日赔偿标准 284.74 元，该标准较
上年度增加25.8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
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
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计局2018年5月
15日公布，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为74318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自 2018 年 5 月
16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
标准执行；各级检察机关自 5 月 16 日
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
人身自由的，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两高分别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2017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增长7.3%

这是王一飞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