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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持平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持平

从环比来看，10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
涨的城市数量达到65个，较上月多1个，最高增幅为
贵阳的4.2%；下跌的城市有4个——深圳、厦门、温
州和三亚，比上个月多 1 个，最大跌幅为深圳的
0.5%；宁波持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
10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降0.2%；二线城市涨幅则
持续回落，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热点城市楼市降温之际，
一些开发商开始“打折卖房”，打折、优惠、抢客等各
种营销手段层出不穷。在厦门，泰禾、万科、融创等
开发商均加入促销优惠行列。虽然市场可选房源充
足、优惠让利幅度较大，但购房者并不买账。根据中
原地产监测，今年前10月，厦门楼市成交量缩水超5
成之多。

在刘建伟看来，10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城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强化地方调控主体责任，促进房地
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

与此同时，不少三线城市楼市仍保持一定热
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个
百分点。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涨幅扩大

从同比涨幅来看，10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
比上涨的城市有67个，与上个月持平；上海、深圳和
南京3个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其中，海口和西
安分别以22.4%和20.7%的同比涨幅连续2个月领涨
全国，南京以1%的降幅连续领跌4个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涨
幅较去年同月均有扩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月扩大0.2个百
分点；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
上涨10.4%和10.0%，涨幅也比去年同月分别扩大5.8
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70个大中城市
的新房价格同比增幅继续扩大，主要是近几个月来
环比增幅数据相对偏高的累加效应。虽然有部分城
市局部出现降温，但从全国来看房价水平整体趋
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至10月份，一二三
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累计平均涨幅仍比去
年同期回落。

楼市从严调控不放松楼市从严调控不放松，，开发商或开发商或““以价换量以价换量””

记者近期走访上海、福州、西安等热点城市房地
产市场发现，虽然9月至10月是楼市传统销售旺季，
但今年“金九银十”明显成色不足，热点城市楼市明
显出现降温迹象。

西安雁塔区“三迪曲江香颂枫丹”项目9月底开
盘推出473套新房源，仅18人登记，最终近500套新
房无一人购买。而在半年以前，距离这个项目不远
的融创天朗南长安街项目还在上演“推盘 700 套，
5000人摇号”的一幕。福州个别楼盘甚至出现销售
价低于备案价的情况。

“大批新盘集中入市给购房者带来了更多选择，
需求被稀释使得一些项目的成交明显放缓。”仲量联
行近期发布的研报称。

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观点认为，“金九银十”
表现不如预期主要是因为，各地楼市调控持续

“加码”，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几乎都出台了遏制
投机需求的相关措施。此外，前期积累的刚需和
改善型需求基本释放，出现阶段性的购买力“瓶
颈”。

仲量联行上海项目销售部总监周静认为：“楼市
调控政策持续从严，将有更多的开发商受到资金压
力而加快开盘速度。”

严跃进预计，随着年末的临近，房企面临着业绩
冲击的压力，并且今年年末和明年将逐渐进入房企
债务兑付的高峰，在融资环境趋紧的背景下，房企的
资金压力进一步增加，一些开发商或将采取“以价换
量”的策略。 新华社上海11月15日电

热点城市房价环比降温显现
这是 11 月 14 日

无人机拍摄的云南宜
良“68道拐”。

云南宜良“68道
拐”位于云南省昆明
市宜良县，是宜良县
城通往靖安哨村的盘
山公路。公路依山梁
而修建，蜿蜒曲折，
6.3 公里的路程共有
68道弯。

新华社记者 蔺
以光 摄

新华社天津11月15日电 又到一
年取暖季，除了家里暖气热不热外，一些
地方供热单位对已经报停服务的用户收
取“热损费”也再次引发网友关注。记者
采访了解到，“热损费”在不少地方收取
标准不一。这项饱受争议的收费，有何
依据，又是否合理呢？

报停用热也要交费？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对暂停用热的

居民用户，政策也不尽
相同。有的地方不收
取费用，有的地方还在
收取一定比例的“热损
费”或“基本热费”。

西部一位网友反映，他所在小区规
定，凡是住户家中没有断水断电的，都视
为用热户，需要按照整个供暖季全额缴
费，而非像往年一样对不需要供暖的用
户收取30%的“系统运行费”。

根据《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天津
市集中供热暂停和恢复用热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其他用热户正常采
暖和共用供热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
用热户要求暂停供热的，应当在当年9月
30日前到供热单位办理暂停供热手续，
交纳热能损耗补偿费，比例为供热采暖
费的20%。

《北京市居民供热采暖合同》示范文
本显示，采暖用户在暂停用热期间应当
向供热单位支付基本费用，有相关规定，
按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按“采暖费总
计”的60%缴纳。

在西安，根据相关规定，用热人提出
报停申请，经供热单位采取隔断处理后，

可按总热价的30%收取基本热费。
石家庄则对空置房均收取20%的热

损费。
有少量网友认为，“开不开暖气是居

民的权利，既然报停了暖气，就是不需要
这个服务了，再收费没道理。”

被蹭热和有成本是收费主因
一些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坦言，在实

际操作中，一些居民并不是不想用热，而

是觉得楼上楼下都开暖气，自己家不开
也不会冷到哪去。比如用热住户反映室
内温度不够，原因就是在邻居不用热的
情况下，该住户的暖气热量被邻居家“吸
走”。

“在现行供热成本中，包括固定成
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其中固定成本占
供热成本的20%以上。”天津市建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固定成本主要考虑供热设
施的折旧、维修以及建筑公共部分耗
热，尽管与用热户是否用热没有直接关
系，但也必须有这部分投入。可变成本
则是指水、电、燃料等费用，用热户暂
停供热后，只是减少了可变成本的支
出，固定成本中的人工、维修、折旧等
费用，不会因某些用户申请暂停供热而
减少。

此外，对供热单位来说，无论用热户
是否用热，都要对设施进行维修和管理，
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用热户交纳的热
能损耗费，这样才能保障供热设施的完

好和供热单位的生存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供热系统的特殊

性、复杂性，每个用热户都是供热系统的
组成部分，某户虽暂停用热，但热能的辐
射和传导并未暂停，相邻未暂停供热居民
家里的热能势必会扩散，影响其室内正常
室温。与此同时，按照全部用热设计的管
网平衡也被打破，供热不经济性增加。同
时，停热用户仍然享有维修、应急抢修等

应由供热企业提供的
基本服务。

专 家 认 为“ 热 损
费”具有一定合理性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
义认为，对空置房屋收取一部分“热损
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空置房屋的存
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资源的浪费，收取
部分费用有助于给予供热企业补贴必要
的成本支出。

在采访中，很多网友也对“热损费”
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不管是真的没人住
还是“蹭暖”，都应该交一定费用，因为它
影响了整体供暖效果，交费有利于平衡
其他各方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取消
热损费，容易引发蹭热的效仿，对众多正
常用热的用户造成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等建议，可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供暖
情况，确定一个合理的收费比例和收
费区间，进一步完善“热损费”收费
体制机制。同时可引进听证会和公示
制度，定期晒出供热企业的成本和支
出情况，让民众真正做到明明白白消
费。

新华社福州11月15日电 随着手机
卡实名制监管日益严格，电信网络诈骗
团伙又找到了新的诈骗工具——物联
卡。近期，多地警方捣毁多个电信网络
诈骗窝点，查获大量物联卡。

物联卡由联通、电信、移动三大通信
运营商发行，和普通手机卡一样具有上
网、发送短信功能。

投资理财诈骗、兼职刷单、洗钱转账
等犯罪大量使用物联卡

今年7月底，泉州市民刘女士上班时
收到一封以“省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名义
发送的邮件，邮件称公司建了一个财务
工作QQ群，要求其加入该群。

刘女士加入后发现群内人员显示的
名字是公司高管人员实名。随后，公司

“总经理”在群内发信息让刘女士联系客
户“严总”。“严总”以合同有问题不能签
订为由，要求退还之前的预付款。公司
另一名“高管”提供了“严总”的预付款截
图并让刘女士退还预付款，刘女士按“指
示”从公司账户转款 48.8 万元至“严总”
指定账户。

之后，发现被骗的刘女士报了案。泉
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调查发现，
诈骗分子使用物联卡上网作案，无法查询

到归属通信运营商及用卡人信息。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陈宗庆告诉记者，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加强
对手机卡实名制管控，并针对网上出售手机
卡进行专项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诈骗分子
找到了新的作案工具——物联卡。

记者在多地公安机关采访了解到，
在当前多起投资理财诈骗、网络贷款、兼
职刷单、洗钱转账等涉网络犯罪中，犯罪
团伙大量使用了物联卡。

“物联卡成了一些诈骗团伙的‘标
配’。”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苏福川告诉
记者，公安机关今年以来捣毁的多个电信
网络诈骗窝点，均查获大量物联卡。

记者暗访：网上可随意购买，规避实
名制难追踪

据业内人士介绍，物联卡主要用于
物联网的数据传输、连接管理等，多用在
共享单车、移动支付、智能家居、物流等
行业。从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销售渠道
看，物联卡只针对企业进行批量销售，并
不面向个人用户销售。

正常情况下，物联卡的使用首先要
加装芯片模块或设备并拥有开发操作平
台，有了物联网运用的需求，才能批量开
通物联卡。但记者调查发现，个人通过

微信、淘宝、QQ等渠道就能购买到物联
卡，在线支付后商家快递送货。

记者通过QQ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物
联卡”，发现至少上百个商家在兜售物联
卡，不少商家甚至将“不需要实名认证”作
为“卖点”公开宣传售卖，对象基本上是个
人用户。记者联系一些商家“洽谈”购买
事宜，对方表示，出售的物联卡已经登记
了实名，无需再认证买家身份，每月充值
30元就可享受40G全国流量。

记者和一名卖家私聊时，其还向记者推
荐了三大运营商多款物联网流量套餐，如全
国流量卡10元包每月10G流量，49元包每月
150G流量，并对记者说：“你既可以自己用，
还可以代理销售这些卡，提取抽成。”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告诉记者，企
业在运营商那里登记名称后就能批量购
卡，一些智能设备、物流业企业一年需要的
物联卡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实际上，其
中有些卡并没有都由登记企业使用，有的
通过层层转卖流入了“灰色市场”，导致网
上贩卡泛滥，实名制形同虚设。

多地公安民警提出，目前，物联卡市
场快速发展，但管控明显滞后，给诈骗分
子可乘之机，也给网络安全带来较大风
险隐患。

航拍云南宜良航拍云南宜良航拍云南宜良航拍云南宜良““““68686868道拐道拐道拐道拐””””
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显示，在楼市调控持续从严的背

景下，热点城市房价环比降温态势显现，

房地产市场逐步回归理性。在“金九银

十”成色不足的市场环境下，不少开发商

或将“以价换量”冲刺全年业绩。

暖气报停是否应交“热损费”

跟手机卡一样能上网还不用实名认证

警惕新兴的物联卡成诈骗新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