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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显
示，3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
幅微升，一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略有下降，房地产
市场总体平稳。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微升一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微升

从同比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一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微升。其中，一线城
市上涨4.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2.2%，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市场人士分析，随着市场交易量的上升，一些指标在
前期低迷后逐渐回归正常水平。经过2年多来的调控，
市场主体交易双方渐趋理性。

统计显示，3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超过
20%的城市有西安、呼和浩特、大理、贵阳和丹东，分别为
24.4%、22.8%、21.9%、20.6%和20.2%。

记者发现，目前在上海300万元至500万元的刚需住
宅较为“畅销”。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分析说，2年
多来楼市积压的不少刚需和刚性改善需求从年初开始陆
续释放，因此一季度楼市交易活跃。

记者走访发现，各大银行普遍加大了对首套房置业
群体的支持力度。上海一家大型地方商业银行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房贷额度充裕，且审核周期相比去年大幅
缩短。

一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略有下降一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略有下降
三线城市有所上升三线城市有所上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一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有所回落。4
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
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降低0.1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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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最高增幅为
辽宁丹东的1.9%。

从具体城市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
有韶关和赣州等4个，仅长沙一城持平。在一线城市中，
北京和广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4%和
0.8%；深圳和上海分别下降0.3%和0.1%。

三线城市新房价格涨幅有所扩大。数据显示，35个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7%，涨幅比
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称，3月份，丹东、锦
州、常德等三线城市房价涨幅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主
要因为近年来这些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力度较大、房价基
数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涨幅有所
扩大。其中，4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31个二线城市环比
上涨1.2%，而上月为下降0.2%；35个三线城市上涨0.5%，
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记者近期走访长三角多个城市二手房市场发现，与
1至2月份的“假期模式”不同，3月份二手房成交明显企
稳，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已开始积极入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过去一年，很多城
市二手房房价明显下调，在低迷的成交量下积蓄的不少
刚性需求正开始逐渐释放，这是促进房价整体企稳的重
要原因。

坚持因城施策坚持因城施策，，保持政策连续性保持政策连续性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说，3月份，各
地继续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房
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对近期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变化怎么看？全国房地产
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说，两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发
生作用，调控成效显著。从长期趋势上看，目前的市场变
化是平稳回落过程中的季节性反弹。从量上看，有些地
方春节以来出现回暖迹象，但3月份单月的成交量恢复
到去年同期水平，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从价格变化趋势
上看仍处于平稳区间。

张大伟说，3月份中国各地楼市调控政策逐渐平稳，
调控频次少于今年前两个月。据记者初步梳理，一季度
各地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逾40次，内容上呈现差异化，
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特点比较明显。

“因城施策”赋予各城市的调控更多的灵活度。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徐如俊说，由于各地房地产市
场的情况不同，“一刀切”的调控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长
期平稳健康发展，要用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既做
好政府调控，又利用市场力量去引导好预期。

受访的行业权威人士表示，从短期来看，各地应关注
市场出现的变化，在季节上做好应对，防范投资投机。同
时，“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主要基调。“房住不炒”定位是长期坚
持的、根本的指导思想，将贯彻在房地产调控的始终。

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16日电 比面
粉还细的煤粉进入生产线，20 多个小
时后，就能产出像矿泉水般清澈的柴
油、石脑油等油品。在国家能源集团
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奇幻的变化
令人惊叹。

10多年来，这家企业攻克一项项世
界性技术难题，成功建设和运营了全球
首条煤直接制油工业化示范生产线，为
拓宽液体燃料供应渠道、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对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发挥了技术引领、产业示范作用。

煤海变煤海变““油田油田””不再是梦不再是梦

硫含量低于国六标准的1/10，符合
国内外环保最高标准，凝点低至零下70
摄氏度……说起自家产品的优点，煤制
油分公司总经理王建立颇为自豪。

我国富煤缺油少气，把煤变成油曾
是国人多年的梦想。

作为我国能源战略的组成部分，首
条煤直接制油示范生产线投资超百亿
元，设计年产油品108万吨，于2004年启
动建设，2008 年底试车成功，目前是全
球唯一的煤直接制油工业化生产线。
2011 年起，生产线开始商业化运行，去
年共产柴油、石脑油、汽油等油品近 85
万吨，副产沥青70万吨。

王建立说，每产1吨油品消耗原料
煤约 2.3 吨，石油价格高于 50 美元/桶
时就能盈利，能源转化率接近60%，远
高于煤电和其他煤化工行业40%左右的
水平，目前是以煤生产液体产品的最
有效途径。

煤直接制油需要加氢3次，工艺特
殊，产品质量明显高于炼油厂。该公
司军民融合办公室副主任贾振斌说，
煤基油品比重大、热值高，一箱油的

行驶里程可提高约8%；耐高温、凝点
低，从热带到极寒地区、高空都可使
用；硫、氮等杂质含量极低。

近年来，该公司发挥技术产品优
势，军民融合发展捷报频传，研发出
的航空、航天煤油和陆、海、空全系
列军用特种油品，为国防建设提供了
重要支撑。

自主创新攀技术高峰自主创新攀技术高峰

最初，示范生产线的单个周期运行
时间设计值为310天，最近的3个周期运
行时间分别达到 420 天、410 天和 415
天，标志着技术和装备日益成熟。

该项目依托我国自主开发技术建
设，当时无工业化经验可借鉴，加上装
置规模从千吨级直接放大到百万吨级，
从设备生产到生产线安装调试、稳定运
行面临众多技术挑战。

进口催化剂价格贵，研磨困难。公
司党委副书记李瑞光说，在“863 计划”
支持下，公司联合国内科研机构攻关，
开发出的纳米级催化剂不仅廉价，催化
效率还提高近5%。

生产线的“心脏”加氢反应器，高近
38米，单台重2100多吨，体量居全球在役
加氢反应器之首。试产时，反应器遇到内
部矿物质沉积、结焦问题。该公司与北京
化工大学反复摸索运行参数，优化设备
结构，终于拿下这道世界性难题。

高温高差压减压阀是连接反应器
与下游生产环节的桥梁，耐磨性要求极
高，最初的4套减压阀全
部为进口产品，一个阀
芯就要花上百万元，寿
命却仅有 70 小时左右。
经过攻关，这种设备已
经国产化，阀芯寿命也

提高到 2700 多个小时，售
价只有10万多元。

多年来，企业联合科
研机构、配套企业攻克了
反应器制造、物料回炼等
众多技术难题，实现了关
键装备国产化。目前，生
产线设备国产化率超过
98% ， 既 保 障 了 稳 定 运
行，降低了运营成本，也
带动了我国煤化工技术装
备升级提档。

据王建立介绍，项目
已 获 得 技 术 专 利 200 多
项，核心技术取得了美
国、欧盟、日本等 9 个国
家和地区的专利授权，并
在2017年荣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单周期运行500天是
下一个目标。”该公司质量
技术部经理韩来喜说，有了
技术经验，以后同等规模生
产线的建设和达产时间将
大大缩短，投资额可下降近
20%，产油率将明显提高，石

油价格在40美元/桶以上时即可盈利。

高标准减排高标准减排““绿色工厂绿色工厂””

煤制油分公司西侧 11 公里外的一
处院落里，高高支起的3个银色储罐格
外醒目，两米多高的红色阀门紧紧密封
着3口深井，这里就是我国首个地下咸
水层二氧化碳封存工程的注入作业区。

首条生产线启动后，煤制油分公
司即与中科院、北师大等科研机构合
作，兴建了10万吨/年二氧化碳捕集封
存全流程示范项目。“通过2495米深的
注入井，已经有 30 多万吨二氧化碳被
注入地下 1500 至 2500 米之间的咸水
层。”该公司工程师王永胜说，目前这
是亚洲唯一的 10 万吨级地下咸水层二
氧化碳封存项目。

该公司还瞄准商机，去年向化
工、食品等企业出售二氧化碳 5 万多
吨，实现收入1000多万元。

煤制油分公司还以附近煤矿的疏
矸水作为生产水源，并兴建了全国首套
煤化工废水深度处理系统，中水全部回
用，吨油水耗由最初设计的 10 吨降为
5.82 吨，在煤化工企业中处于较低水
平。煤直接液化沥青萃取深加工项目
也在建设之中，将于今年7月建成。

“首条生产线的技术、经济和环保
指标明显优于预期，有效推动了我国乃
至全球的煤制油技术产业化进程，将为
我国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推进高质
量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王建立说。

3月份70城新房价格涨幅微升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张
泉 王秉阳）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
16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实施效果总体上好于预期，在降低患者
费用负担方面效果明显。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是我国解决“看病贵”“药价贵”问题

“组合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降低
虚高药价、探索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
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2018 年，11 个
试点城市开展了药品集中采购，共有
25个药品中选，中选价平均降幅52%，
最大降幅超过90%。

4月1日，11个城市试点实施工作
全部启动。截至 4 月 14 日 24 时，25 个
中选品种在 11 个试点地区采购总数量
达 43824.97 万片/支，总金额为 5.33 亿
元，完成约定采购总量的27.31%。

“中标药品的质量和供应都得到了
保障，使用量超出了预期，医保预付、
医院使用以及回款等有关政策全面落
实。”陈金甫说，从试点效果来看，试
点地区肿瘤、乙肝、高血压、精神病等
重大疾病患者获得了质优价廉的药品，
医疗费用显著下降。

以中选的乙肝抗病毒仿制药恩替卡
韦分散片为例，中选价格为17.36元/盒

（28 片/盒），降幅达 93%。与原研药品
价格 175.68 元/盒 （7 片/盒） 相比，年
用药费用将由9000元左右降至200元左
右，极大降低乙肝患者费用负担。

陈金甫表示，下一步，国家医保局
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抓好试点工作
的组织实施，包括加强试点监测和督
导，指导试点地区确保中选药品的质
量和供应，促进中选药品的优先使
用；及时启动试点的评估、总结，指
导完善试点政策；根据试点评估结
果，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完善集中
招标采购的政策和制度，研究部署扩
大试点工作。

走近我国首个百万吨级煤直接制油示范工程走近我国首个百万吨级煤直接制油示范工程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实施效果好于预期

这是国家能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厂区这是国家能源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