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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预告

楼市新政实施两个多月，记者走访发现——

需求释放 信心回升

12月3日0时至24时

新增537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5 天津
2022年12月5日 星期一 责编：窦晓艳 美编：王宇

疫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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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2月3日
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537例本土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 本报记者 陈璠

在全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纷纷出台
之际，9月16日，天津市住建委等七部门联
合出台房地产调控新政。政策实施已有两
个多月，市场变化如何？连日来，记者多方
走访。

需求释放

——购房成本降低，市场观望情

绪下降，购房者开始逐步出手

对于房地产市场，天津一直坚持“房住
不炒”定位，在稳定市场方面下足功夫，因地
制宜，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细数近几年的
调控政策，天津都是从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
政策，特别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有效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次调控新政从保障刚性住房需求、
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住房信贷政策、
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四个方面提出12条
具体举措。业内认为，新政既有宏观政策
的调整，又有微观措施的优化；既运用了行
政手段，又完善了信贷、税收等金融政策；
既着眼于当前问题，又有长远谋划，对房地
产市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者都将带
来积极影响。
“限购政策调整会立竿见影产生一波

小高峰。天津楼市从2016年的顶峰到现
在，经过6年积累了不少改善需求客户，政
策闸门一旦松动，必将迎来需求释放。”一
位房地产中介经纪人对记者说。

据贝壳天津站统计数据显示，天津调
控新政出台后，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都出现
了比较明显的回暖情况。“从贝壳平台整体
成交情况来看，二手房方面，10月带看量环
比9月提升约35%，已经接近今年7月和8月
平均水平，10月成交量环比9月提升36%左

右，也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涨幅。另外，在新
政出台的9月，下半月对比新政出台前的上
半月情况，二手房成交有接近20%的提升，
政策作用明显。新房方面，10月环比9月新
房认购单量提升23%，9月下半月比上半月
提升了24%。”贝壳天津站市场总监杜刚表
示，天津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不错的活力，在
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保驾护航下，整体市
场保持供需平稳、稳健上涨。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房地产中介
在新政出台后，打电话通知前期的意向客
户，绝大部分都表示近期再来看房，部分前
期观望客户坚定信心转入签约。业内认
为，新政出台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
有利于提升整个市场活力。购房成本降
低，市场观望情绪下降，购房者开始逐步出
手。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区域可
能会出现“需求短暂挤压、后期急剧释放”
的过程，但新政举措相对稳健，整体市场平
稳，有利于需求客户入市。

市场升温

——在新政和线上房交会双重作用

下，中介机构和售楼处到访量增长30%

至40%，外来人口购房刚需倾向明显

此次新政出台几天后，作为提振信心、
改善民生、便民利企的新举措，为期18天的
天津线上房交会开幕，为楼市继续“加
温”。在新政和房交会双重作用下，市场回
暖明显。

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天津线
上房交会期间，中介机构和售楼处到访量
增长了30%至40%，新增到访人群中，约
30%购房者受“多子女或照料老人”政策带
动，获得了购房资格；约10%的购房者为在
津就业的新市民，由于纳税社保年限缩短
为6个月，获得了购房资格；约35%的购房

者受“认房不认贷”政策和利率优惠政策带
动，购房意愿较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善性需求提升明
显。近年来，随着我市住房市场发展，在多主
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的住房制度下，本地刚需
住房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群众住房需求由“有
房住”向“住好房”转变。此次新政再度出手，定
向鼓励改善性住房需求。据统计，今年1月—
10月，天津90—144平方米住房销售面积为
427.1万平方米，占全市销售比例为67.1%，改
善性需求成为市场成交的绝对主力。

外来人口购房占比显著提升。今年1月—
10月，我市外来人口购房比例由去年的21.8%
提升至今年的25.3%。其中，滨海新区外来人
口购房量达到53.4万平方米，绝对值为全市最
高；静海区外来人口购房量占本区域成交量比
重达到35.2%。在90平方米以下新房中，外来
人口购房占比为34%，在144平方米以上住房
中，外来人口购房占比仅为15.9%，反映出外
来人口购房明显的刚需倾向。

未来走势

——年终土拍或再现“热潮”，促销优

惠叠加各类政策带动，市场活跃度将继续

提升

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了金融支
持房地产市场的16条重磅政策，包括保持房
地产融资平稳有序、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
服务、积极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
置、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六
方面一系列具体措施。业内认为，这是一项
金融政策强心剂，利好房地产市场复苏。近
期，多个部委频繁落地利好政策，稳楼市预期
更加强烈。对于天津房地产市场今年年底和
明年的发展走势，业内预期如何？
“天津调控新政出台后，第三批集中土拍

平稳落地，推出的17宗地块全部成交，反映出

房地产企业对天津市场信心十足，有效稳定了
市场预期。近日，又推出了第四批24宗集中出
让地块，这是今年土地挂牌数量最多的一次，
楼市逐步进入正循环。进入四季度，房企承压
依旧较大，多数已开启冲刺模式，预计年底市
场供应保持稳定，促销优惠叠加各类政策带
动，市场活跃度将继续提升。”中指研究院天津
公司研究副总监田文刚认为，金融16条缓解了
企业资金运营压力，帮助企业以时间换空间。
无论是天津调控新政还是金融支持政策，都对
恢复市场信心起到积极作用。天津第四批土
地集中出让，优质地块数量明显增多，地价保
持稳定，有利于房企适时补充储备，或将吸引
更多企业参与拿地。在供需两端双重因素的
促进下，年终土拍或将出现一波“热潮”。随着
利好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信心逐步提升，
天津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值得期待。

杜刚也认为，此次金融16条的导向更加
精准，从政策方面对楼市给出了非常强有力
的支持。“在房企融资方面，金融16条给出了
明确支持和保障，比如，支持开发贷款、信托
贷款等存量融资合理展期，对于未来半年内
到期的，可以允许超出原规定多展期一
年。在‘保交楼’方面，支持开发性政策性
银行提供‘保交楼’专项借款，同时鼓励金融
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最大限度保证项目
的如期交付，稳民生、稳楼市。另外，对于受
疫情影响的买房人还款问题、租购并举问
题，在金融16条内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政策
要求与支持。”杜刚说，在金融16条政策落地
后，结合之前天津调控新政、降低利率和合
理调整首付比例等利好政策，多方加持、共
同影响，将极大提升市场对于楼市的信心，
“我们预判，明年天津房地产市场会展现出
更加优秀的市场表现，供需两端都会呈现出
不错的发展态势。在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有
力推动下，整体天津房地产市场都会向着平
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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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77324477324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58注
518注

1040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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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2139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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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421220444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派奖：一等奖特别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派奖：六等奖翻番奖

12注
9注

443注
1604注
90315注

1827915注
8972855注
6000315注

7006326元
2222222元
6793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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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20000000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额：210070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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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12月6日是公仆
接待日，当天9:00—11:30，全市43个单位
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线电话，
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12月6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单 位

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 名

朱玉兵
赵前苗
康 一
田 强
曹 晟
田海鹏
王 悦
张金丽
闫 峰
梁 军
于瑞均
贾宏伟
魏 力
刘勇声
刘洪庆
王智东
韩毅新
杨志耘
罗延安
田寿涛
郝灵节
连东青
蔡立强
师武军
史 津
刘俊杰
郝学华
孙勤民
周 路
唐海波
邓全军
刘桂林
王建军
李培志
王迎秋
裴连军
曹 崧
李嘉铭
刘彦波
张 正
朱 哲
刘会彬
戴召武

职务

副秘书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副主任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市社保中心副主任
总规划师
副局长
副主任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一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副主任
副书记
二级巡视员
副总经理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3019
82966000
29245767
22712345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01101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60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满足群众期待 用心用情办好教育

第一件事
推动义务教育资源建设

◆教育热点
教育关乎千家万户，家长们都希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自己的孩子能上家
门口的优质学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

◆相关案例
今年9月，新学期开学伊始，河西区美

塘小学正式投入使用，我带着该校新入学
的一年级新生逛校园、进课堂，坐在崭新的
操场上跟学生家长们交流谈心。这所新建
公办小学是今年的民心工程项目之一，坐

落于陈塘庄多个新建居民小区之间，占地1.8
万平方米，共设30个教学班，满足了周边适
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需求。

◆综合成效
我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三年行

动从2020年启动以来，新增义务教育学位项
目连续两年列入了市政府20项民心工程。
今年截至11月底，累计完成义务教育学位建
设项目37个，新增义务教育学位4.1万个，已
提前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市教委还着力实施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辐

射引领工程，推进集团化、学区化办学，目前
已组建82个办学集团，覆盖315所成员学校，
有效带动了相对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和新建
学校整体优质发展。

第二件事
让学生体悟“劳动之美”

◆劳动育人
林女士的孩子在和平区鞍山道小学就

读，平时除了学习，什么家务活儿也不让孩
子参与。今年，看到市教委印发的中小学生
家庭劳动“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后，她与
孩子商定了家庭劳动清单，让孩子从自己的
事做起，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林
女士说，现在孩子经常参与扫地、洗碗等家
庭劳动，感觉孩子长大了，自己也很欣慰。

◆创新举措
今年，教育部对32个省份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推进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全部49项

指标中，我市的落实率为100%，位居全国第一。
同时，80%的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指标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个成绩的取得，与我
市大力推动劳动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市面向全
体学生开展各类劳动教育实践课堂，遴选并确
定了一批劳动教育精品课程，对从事劳动教育
的教师组织专门培训，通过将家庭、学校联通起
来，带动学生家长一起参与劳动教育。

◆综合成效
今年，我市举办了第二届中小学劳动技能

大赛，全市1375所中小学校的64万余名学生
经过校级初赛、区级复赛比拼，最终198所学校
的640名学生进入市级决赛，将于本月进行终
极角逐。通过这样的活动，孩子们慢慢懂得了
“劳动最光荣”“团队精神”“知行合一”等道理。

第三件事
努力实现“老有所学”

◆老年所盼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更

多的老年人希望通过老年教育，
丰富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延
展自我价值，进而跟上时代发展
步伐。老年人更希望教育资源能
送到他们身边，方便实现“老有所
学”的愿望。

◆相关做法
办好“家门口”的老年教育一

直是市教委工作的重点。市老年
人大学设有9个系和1个远程教育
学院，还有分布于我市110多个社
区或市民学校的 150多个教学基
地，开设了77类 370多门课程，在
校学员近2.4万人次。61岁的刘玉
荣很喜欢唱歌，但从未接受过专业
指导。退休以后，她在老年大学的
声乐合唱班报了名，开始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训练发声，提升很快。
她很高兴，逢人便夸学校的老师，
让她和同学们一起找到了快乐和
幸福。

◆综合成效
目前，全市接近40%的老年人

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老年教育活
动，远高于国家要求的20%水平。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到，日前，海航
航空旗下天津航空新开了天津至香港航线。该航线由空客
A320机型执飞，计划每周执行往返两班，班期为每周一、周
六。目前，天津航空已开通武汉、广州、重庆、昆明、长沙、三
亚、大连、西安、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近40个国内城市始发
经天津中转至香港的联程航班，中转旅客还可享受天航联程
购票优惠。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近日从中新天津生态城获悉，工
信部公布“2022年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入库案
例名单，生态城“智能网联汽车全域数字安全能力平台”项目
上榜，成为全国首个以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安全为应用场景的
入选案例。

工信部聚焦移动物联网应用行业十大发展较快、具有代
表性的领域，经过1年考察期，在全国遴选出100个技术先进、
成效突出、应用前景良好的典型案例，以树立各领域标杆，发
挥典型示范作用。“智能网联汽车全域数字安全能力平台”是
生态城搭建“车城网”平台、推进“双智”（即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建设，丰富智慧城市应用场景
的创新尝试。其中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大脑”“智能网联
汽车安全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专家运营响应体系”
和“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服务赋能体系”4个部分，可为智能网联
汽车提供“车、路、云、网、图”全方位的安全服务。

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全域数字安全能力平台”已为80%
以上的主流汽车厂商提供安全技术和服务体系，累计保护汽
车超2000万辆。作为“世界智能大会永久展示基地”，生态城
不断在建设智能化基础设施和新型网络设施等方面突破创
新，让“聪明的车”和“智慧的城”相融合，探索一条“双智”协同
发展的“生态城路径”。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10月我
市及各区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1月至10月，36个国考断面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20个，占55.6%；无劣Ⅴ类水质断面；主
要污染物中，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同
比均降低，降幅分别为15.8%、10.6%、15.2%和4.3%。

据悉，10月排名前三位的为和平区、河东区和河西区，排
名后三位的为静海区、武清区和西青区。对照10月份综合排
名结果，对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滨海新区、南开区、宝坻区
和河北区给予财政奖补。对静海区、武清区、西青区、宁河区、
东丽区、北辰区和蓟州区实施扣减财力。按照有关规定，红桥
区和津南区不予奖惩。

生态城一平台入选“国家级”名单

让“聪明的车”融进“智慧的城”

天航新开天津至香港客运航线

日前，和平区2022年民心工程——南市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建成，将于近日投入使用。中心面积1000余平方米，

旨在为周边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或日常生活需要一定照料的老

人提供全天候护理、短期托养等嵌入式养老服务。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10月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