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沪最严房地产政策 3 月 25 日执行。

在日前由上海市住建委、银监局、工商局、

金融办等部门联合举行的发布会上，记者

获悉，《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

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自 3月 25日起执行，非

户籍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 5年才

有购房资格，而对拥有 1套住房的家庭购

买二套房的信贷政策也愈发严格。

限购 信贷政策从严执行

根据《意见》，上海提高非本市户籍居

民家庭购房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保的年

限，由“自购房之日起计算的前 3年内在

本市累计缴纳 2年以上”调整为“自购房

之日前连续缴纳满 5年及以上”。企业购

买的商品住房再次上市交易，需满 3年及

以上，若其交易对象为个人，按照本市限

购政策执行。同时，为进一步规范交易行

为，限购审核将前置至交易备案环节。这

也是继北京之后，上海作为全国第二个城

市对非本市居民推行5年社保缴纳政策。

信贷政策方面，《意见》强调，上海将

从紧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个人

住房贷款管理。对拥有 1套住房的居民

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

例不低于 50%。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

付款比例不低于 70%。购房人在申请贷

款时还应承诺首付款为自有资金，违反承

诺则作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

对此，市住建委主任顾金山表示，此

次实行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象主要

为已经拥有 1套住房的居民家庭，对于该

套住房贷款是否已经结清不纳入考量。

他指出，去年以来，包括大宁绿地板块、南

站区域以及浦东迪士尼等区域房价涨幅

上涨过快，市场投资投机性需求回潮，部

分中介机构违规操作，部分市民采取只登

记不过户的方式避开限购，以及部分商业

银行将普通二套房信贷政策扩大到非普

通住宅等情况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

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

究部主任王振营则指出，新政的推出将首

先保证没有住房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并

进行严格甄别，促使市场回到供求平衡的

轨道上。

将开展房产中介专项整治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此前沪房产中介

行业违规贷款操作现象，《意见》明确表

示，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房产中介机构

从事首付贷、过桥贷及自我融资、自我担

保、设立资金池等场外配资金融业务。对

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为房产交易提供各

种形式金融业务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对于链家事件的调查进展，顾金山指

出，证据表明链家上海公司违反国家《房

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政府部

门将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依规对涉案门店

和相关经纪人作出行政处罚，并把相关的

信息纳入到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平

台当中。目前，链家涉案门店和相关经纪

人的网签资格已被暂停。

他表示，下一步上海将开展房地产中

介专项整治行动，会同工商等部门加强执

法力度，重点查处虚假房源、虚假广告、炒

作房价，利用不正当手段诱骗消费者交易

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法违规的中介机

构可依法取消相关门店的网签资格，情节

严重的将取消区域网上签约资格。

此外，顾金山还透露，由于上海二手

房交易体量较大，未来上海将建立二手房

交易资金第三方监管制度。目前，已经在

松江区完成试点，相关政策正在研究中，

预计将在全市全面推广。

市场或出现前热后冷现象

对于沪上土地供应紧张的问题，顾金

山明确表示，“十三五”期间，上海全市房

地产供地总量不会低于“十二五”，而且比

“十二五”还将增加，今年上海商品房土地

供应量比去年提高169公顷。他还补充表

示，根据政府部门统计，目前沪上可售商品

房预计去化周期为8.5个月，而非部分机构

所说的 3个月，未来住建委将建立相关信

息发布机制，避免信息不对称情况出现。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新政不同于以

往，并未设立缓冲期。顾金山指出，3月24
日下午 2点开始上海网签系统一度瘫痪，

因而将网签时间延长至当晚24时，24时以

后则按照新政执行。

发布会当日，记者在浦东房产交易中

心并未看到购房客大量在现场咨询的情

况。一位中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该

消息，此前门店已经对不符新政的顾客加

快了交易速度。“能走网签的都在之前走

了，从25日开始门店就严格按照新政执行

了，”他说：“公司的门店在浦东三林地区，

该地区有大量人口导入，新政后估计业务

量会比以前少一点。”不仅如此，记者也在

浦东多个小区门口看到，原来不“地推”的

中介近两日开始了大规模“地推”行动。

顾金山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基于去

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市场过于火热的

情况，需求提前释放，不排除新政施行后，

会出现前热后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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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记者近日从金桥茶城了解到，根据

当前各茶区已上市的春茶价格预计估

算，今年春茶的价格或稳中有升，茶叶品

质优于往年。

据悉，虽然3月10日前后，西湖景区

的高山茶园出现明显降雪和大面积霜

冻，今年首批高档春茶可能略有减产，但

是随着天气转暖，采摘量将逐渐上升，预

计4月初开始春茶将大批上市。目前上海

市场上首批上市的西湖龙井高档明前茶

市场价格普遍在每斤7000-10000元。

除了杭州之外，今年江苏、安徽、云

南等主要茶区也遭遇寒潮，预计今年苏

州洞庭碧螺春的总产量将少于 100吨，

黄山毛峰的高档茶量同时也会相对减

少。受寒潮影响，今年普洱茶产量将少

于去年，品质将会有所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茶叶价格走势与茶

叶品质密切相关，今年的茶叶整体品质

优于往年，加上市场、产量和采摘成本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预计今年春茶价格将

稳中有升。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透露，度假区

开幕后，游客可以在园区、酒店或者迪

士尼小镇上购买到近 7000 种纪念品，

其中一半以上的纪念品专门为上海迪

士尼打造。

记者了解到，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在

纪念品的设计上融入中国风和海派文

化元素。例如，在“复古上海”系列中，

游客可以看到戴着礼帽、拄着拐杖，扮

作上海绅士的米奇和化身细腻而矜持

的上海中年男子的唐老鸭。米奇的女

朋友米妮同时也脚蹬掐丝金线的红色

绣花鞋，身穿粉红色中式小夹袄，变身

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月份牌上

的“沪上名媛”。工作人员介绍，米奇和

米妮诞生于 1928年。设计师从那个时

代上海月份牌中汲取设计灵感，打造出

复古上海版的米奇米妮。这些造型将

印在文件夹、笔、贴纸、笔记本等纪念品

上，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与观众见面。

衍生产品消费将是迪士尼乐园体验

的重要组成部分。度假区开幕后，游客

可以在乐园入口的米奇大街、迪士尼酒

店和迪士尼小镇上购买到近7000种迪士

尼纪念商品，包括文具、玩具、家居服饰、

食品等。其中，有超过一半的纪念品专

门为上海迪士尼乐园打造，仅在园区有

售，例如Q版十二生肖玩偶、限量版剪纸

风十二生肖徽章、创极速光轮夹克等。

此外，全球风靡的迪士尼最新动画

大片《疯狂动物城》里的主角也将出现在

上海迪士尼的衍生品中。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记者日前从上海米家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获悉，由其推出的Toys-To-Reality即
将上市，该款产品将玩具和VR科技合二

为一，可以带领孩子们进入“恐龙世界”。

据介绍，戴上这款与玩具配套的

VR眼镜，用户仿佛进入侏罗纪世界，眼

前、脑后、头顶、脚下，360度无处不在的

精妙场景和巨大史前动物将带给用户奇

妙的视觉感官体验。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去年玩具进口

金额同比激增 38.27%，有热销品种进口

数量增幅甚至达到 50.77%。进口玩具

近年来争相涌入中国市场。对此，业内

人士认为，目前国内玩具产业除了要面

对进口产品激增的局面外，还存在产能

快速增加、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缺乏宣

传等问题，而VR玩具或将带来国内玩

具产业发展新契机。

据悉，上海米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已经推出了国内首个VR主题乐园，目

前市场反馈良好，其位于杨浦时尚中心

的第二个 VR 乐园目前也已开业。未

来，米家文化将借力VR技术，通过主题

乐园、动画开发以及玩具制作等多个领

域共同发展。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房地产服务公司高力国际日前在其

发布的《前滩区域宏图及契机》白皮书中

指出，根据规划 2020年前滩商务区全面

建成后，物业总量将达约 350 万平方

米。其中，首轮写字楼供应将于 2017年

入市。

据了解，商业地产是前滩的核心，约

占物业总量的 57%。前滩规划有大量写

字楼项目，总量约150万平方米。首个项

目已于 2013年动工，并计划于 2017年完

工入市。

目前，前滩已有知名开发商抢占商铺

先机，有望成为各品牌商的新据点。陆家

嘴集团与知名发展商太古地产、铁狮门及

香港置地合作，计划至2022年，兴建合计约

60万平方米的地上零售面积，涵盖购物中

心、步行街等类型。根据住宅价格的预测

以及政府所定的将前滩打造成高端区域的

目标，预计当地规划居住的约2.5万人口将

具备高于平均水平的购买能力。

不仅如此，前滩规划亦包含住宅物业，

主要针对豪宅市场买家及投资者。至2022
年，前滩将建成总计约 8300套住宅(合计

87.7万平方米)。根据目前已成交4幅宅地

的出让合同，其每平方米平均楼板价愈

63100元。基于高力国际的估价模型，此类

项目销售单价将达11万至13万元。

高力国际中国区研究部董事谢靖宇

表示，前滩写字楼市场将受惠于金融业的

快速发展以及制造业等传统行业持续去

中心化，前滩有潜力成为上海综合性的高

端核心区域。

■通讯员 梅尔 浦东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今年年初公布了

2016年世界 52个最值得到访旅游目的

地，贵州省以其独特的山地旅游资源、良

好的生态环境上榜。

暖春三月，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

省旅游局共同主办的“山地公园省·多彩

贵州风”2016年贵州旅游全国推广启动仪

式暨对口帮扶城市促销活动启动。3月25
日，遵义市众多旅游项目资源走进对口帮

扶城市上海，并举行旅游推介会。

本次大会云集遵义众多老牌旅游景

区，在传承延续贵州老牌旅游景区创新

发展的经验中，不少新景点、新项目集中

亮相。其中，被誉为“中国旅游的最后一

把匕首”，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的贵

州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以其深藏在原

始森林内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旅游资

源，在本次大会上受到多方关注并大放

异彩。

据了解，十二背后旅游风景区是近

年遵义市重点打造集生态探险为一体旅

游新地标，景区占地600多平方公里，不

仅有横跨七亿年时光的中国最长溶洞，

同时峡谷绵延，天坑幽深，地缝神秘，温

泉滋润，景区内齐全的生态组合，各种优

质旅游资源高度密集。目前，该景区已

率先开发了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贵州

清溪峡景区，以及位于宽阔水原始森林

深处的中国大地缝三个主要游览区域。

沪最严房地产新政已落地
房地产市场后市预计趋冷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根据上海市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促

进上海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总体

要求，3月25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

银监局召开工作会议，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相关工作的

通知》（简称：《通知》），要求辖内各商业银

行对于有投资、投机性购房特征的，从严

确定首付款比例和利率，且不得融资给第

三方用于发放首付、尾款等。

《通知》在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个人

住房贷款管理、与房地产及中介机构合作

及风险排查四个方面对辖内各商业银行

进行指导，要求银行认真落实差别化个人

住房信贷政策，严格执行上海市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协商确定的个人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比例和相关利率要求，对于有投

资、投机性购房特征的，从严确定首付款

比例和利率；进一步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

理，强化个人住房贷款交易真实性调查，

严格审查购房人首付款资金来源及其偿

债能力，加强房地产抵押估值管理。商业

银行还不得融资给第三方用于发放首付、

尾款等相关贷款，不得通过大额信用卡授

信、发放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

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切实防范信贷资金

被借款人挪用购房。

针对“首付贷”等引发的“场外配资”风

险隐患，《通知》要求商业银行进一步规范

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产中介机构业务合

作管理。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员工为

购房人提供或参与提供首付款或尾款等融

资服务，要终止与其业务合作。严格开展

房产中介机构合作资质审核，实施业务合

作准入、名单制管理和中介机构退出机制，

完善贷后质量监测，不得与存在相关违规

问题的房产中介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已合

作的应立即终止并列入黑名单。

央行上海分行 上海银监局联合发文

要求银行严审购房人首付款资金

贵州旅游推介会
走进上海

前滩首轮写字楼供应
将于明年入市

今年春茶价格
稳中有升
茶叶整体品质有所提升

米粒影业将推
VR玩具

在上海迪士尼
能买近7000种纪念品

《若干意见》要求从严执行住房限购政策，或将给沪上过于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降降温。 □本报记者 张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