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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孩家庭”的增加、“80后”陆
续进入换房阶段，不少地方的楼市已经进
入改善房时代。

早几年，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四房”
一度受宠，因为其面积小、总价低，又有四
个房间，是许多购房者的优先选择。但是
经过两三年的市场变化之后，“大四房”反
超“小四房”，更受市场宠爱。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小四房”户型在市场上的供应
量大，竞争激烈，销售速度也变得缓慢；另
一方面是，“小四房”为了多设一个房间，
居住舒适度要比正常的四房低不少。因
此越来越多购房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更热衷于选择购买“大四房”——约
120平方米的四房户型成为市场新宠。

不过，针对改善房的需求，有业内人
士表示，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又想要较
好的学区房，可以考虑一些位于学区的二
手房。虽然这些楼龄较长的房子多数是
楼梯房，但价格相对较低，房间又大。

业内人士表示，这些房子的面积较
大，只要稍加改造，就能从三房变为四房，
满足“二孩家庭”孩子上学和居住的需
求。专业机构对最近两年的二手房成交
数据分析发现，二手房的价格与楼龄呈高
度负相关的关系。楼龄越高，价格越低。

另外，随着户型的不断更新换代，全
生命周期住宅开始出现，即可以“一步到
位”完成换房需求。所谓全生命周期住
宅，即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通过简单的改
造住宅，就能够满足生活的居住需求。从

“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再到“二孩家
庭”，到孩子长大离家自立门户，都可以通
过简单装修来改变居住条件，达到最舒适
的居住要求，不需要多次换房。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多次换房不太容
易实现。购房者不妨“一步到位”买足够
大的房子，或改变观念选择楼龄相对较长
但价格较低的房子，这都是不错的选
择。 （广日）

导读：多地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半个月，成都、福
州、苏州、南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首套房、
二套房按揭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且
部分银行出现额度紧张、放款周期变长的
现象。一方面，部分地方监管部门有意引
导利率上行，谨防楼市过热，另一方面，部
分银行也对自身的房贷额度进行了调整。

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现出“掐尖”的
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涨幅过
大和冒头。不仅是房贷政策，多地的购房
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从紧。业内人士
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同时，未来一
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率过快上涨仍
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部分重点城市房贷利率上浮
一位南京地区银行房贷业务相关人

士对记者说，为防止楼市过热，相关地方
监管部门有意引导房贷利率上浮一定比
例，目前该银行整体房贷业务额度也有一
些收紧。

某国有大行杭州某支行营业部主任
对记者说，目前该行的首套房房贷利率是
从上浮5%提高到上浮8%，放贷额度也需
要等候。另一家位于杭州的银行的相关
人士也表示，首套房房贷利率目前也上浮
到8%，二套房房贷利率则维持在10%，没
有变化。该人士也表示，目前房贷额度较
为紧张。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一周前发布的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天津地区有11家银
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由基准涨至最低上浮
5%，苏州地区有5家银行上调首套房贷款
利率，南宁地区多家银行也上调了房贷利
率水平。另外，宁波地区房贷利率最近也
开始悄然上涨。中行、交行和兴业率先将
首套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5%调整至上浮
10%，二套房贷利率由基准上浮10%调整
至上浮15%。

整体来看，目前房贷利率上浮主要集
中在部分重点城市。一位国有大行房贷
业务相关人士对记者说，目前总行层面在
房贷政策上没有明显变化，不过地方上会
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
进行调整。

华泰证券发布报告称，按揭贷款利率

出现上调或者额度控制的城市大多为今
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较高的城市。统计
局数据显示，2019年5月70城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
0.7%。近期房贷利率有所调整的成都、福
州、南宁、武汉、西安等新房价格同比涨幅
均高于70城平均水平。

稳房价稳地价 调控态势明显
房贷政策的收紧可被视为房地产整

体调控趋严的一个缩影。中原地产研究
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国
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布高达251次，相
较2018年同期的192次上涨31%。从6
月单月来看，我国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发
布次数达46次，较5月也有明显增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在
2018年11月前，各地发布的楼市调控政
策以收紧为主，从2018年11月开始，各
地发布的收紧的楼市调控政策明显减
少。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自那时起，房地产调控政
策收紧态势则再次显现。

业内人士表示，近月来房地产调控显
现出“掐尖”的特点，即谨防部分地区房地
产价格涨幅过大和冒头。

在楼市方面，在4月底和5月中旬，住
建部两次对此前价格累计涨幅较大的10
个城市发布预警。随后，苏州召集30余
家地产商举行座谈会指出，要将今年当地
房价涨幅控制在5%之内。而西安也在房
价连续上涨39个月后，发布最严限购令，
即自6月20日起，从市外迁入户籍的居民
家庭在西安购房需满足落户满1年、或在
本市连续缴纳12个月的社会保险或个人
所得税的条件。而对于非西安户籍的居
民家庭，则需满足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
或社会保险满5年的条件才可在西安购
房。

在土地方面，东莞日前则出台最新的
土地报价规则。在新的规则下，土地拍卖
不再是价高者得，土地的最终成交价是最
接近所有报价者的终次报价的平均价。
这样做可以限制“地王”的诞生。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
波分析称，上半年调控呈现出“双边多点”

效应，“双边”即在因城施策下，热点城市
政策总体从紧，而存在房价下跌风险的城
市会出台“托市”政策；“多点”体现在调控
不仅针对房价，还针对地价、限售、限购、
公积金等多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秦虹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管理
的要求目标就是可量化、可考核的三稳：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稳地价是前提，
稳房价是结果，要防止房价透支过多所带
来的后续一系列的经济、金融、社会、城市
方方面面的风险，稳预期是根本，必须建
立一个对未来房地产政策、房地产市场比
较清晰的预期判断。

居民杠杆率上涨过快仍需警惕
业内人士表示，在房地产调控趋紧的

同时，未来一段时间，防止居民购房杠杆
率过快上涨仍将是相关政策的主基调。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居民杠杆率水平为53.2%，远低于
美国居民的76.1%。不过，业内人士也表
示，虽然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绝对水平较
低，但是仍需警惕其过快增长的风险。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就表示，我们

仍应警惕居民杠杆过快上升风险。中国
居民部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历
了三轮快速加杠杆，杠杆水平从新兴市场
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迅速靠拢，安全空间
被快速消耗。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将带
来银行资产恶化、金融风险积聚以及抑制
居民消费增长等不良影响。

这一问题也已经引发了监管部门人
士的高度警惕。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
清日前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近
些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的住户部门杠杆率
急速攀升，相当大比例的居民家庭负债率
达到难以持续的水平。更严重的是，新增
储蓄资源一半左右投入到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业过度融资，不仅挤占其他产业信
贷资源，也容易助长房地产的投资投机行
为，使其泡沫化问题更趋严重。他表示，
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不同
地区房价有涨有跌都很正常。但是，“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历史证
明，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实现和维持经济
繁荣的国家，最终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凡
是靠盲目投资投机房地产来理财的居民
和企业，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很不划算。

（经参）

房住不炒红线紧绷房住不炒红线紧绷
房贷政策趋向收紧房贷政策趋向收紧 多次换房不容易多次换房不容易

不妨不妨““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多地房贷利率上浮迹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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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气温高，孩子更爱出汗，加上吹空
调，一不留神就容易感冒发烧。有些孩子
发烧时会出现抽筋状况，需警惕诱发婴幼
儿最常见的热性惊厥。

专家介绍，热性惊厥初次发作多在孩
子6个月到5岁，在上呼吸道感染或其他
感染性疾病的初期，当体温骤升超过38℃
时，突然发生惊厥，排除颅内感染和其他导
致惊厥的器质性或代谢性异常后，方可诊
断为热性惊厥。

惊厥多发生在发热后24小时内，多数
为全身性发作，少数为部分性发作。多数
惊厥发作历时短暂，一次热程中仅有1次
发作，为单纯型热性惊厥。而当惊厥时间
超过15分钟、24小时内惊厥有再次发作、
惊厥为部分性发作时称为复杂性热性惊
厥，这就需要家长高度重视，建议到专科门
诊就诊。

热性惊厥多数愈后良好，但约1/3的
患儿可复发，仅2.4%的热性惊厥患儿以后
可发生癫痫。

孩子发生热性惊厥时家长该怎么办
呢？通风、降温这些简单的办法其实最有

效。专家建议：
一是孩子惊厥发作时需保持周围环境

空气流通，以减少缺氧，在家里可打开窗
户，如有吸氧的条件，可以给孩子吸氧。如
果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发生惊厥，需要立
刻疏散人群，或将孩子移到空气流通的地
方。

其二，如果孩子的衣领较紧，记得解开
衣领，立刻将孩子侧卧或平卧，头偏向一
侧，防止呕吐物或分泌物误入气管引起窒
息。如发现孩子的口腔里有呕吐物，可将
小毛巾缠到食指上，然后用食指将嘴里的
呕吐物掏出。专家说，“惊厥发作时最可怕
的就是因引发窒息而导致生命危险！”

需要注意的是，当孩子出现惊厥，许多
家长可能会用掐人中的方式来唤醒孩子，
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表示其有效，医生并不
建议这么做。此外，由于孩子并不清醒，切
勿在其惊厥期间喂食、强行按压肢体、蛮力
弄醒等，这样可能造成孩子窒息、骨折等情
况。

（人民网）

夏至之后，广东进入“暴雨+高
温”的天气多变期，门诊发烧的小病
号也明显增多。专家介绍，很多家长
在面对自己宝宝发烧时，总担心会烧
坏小脑袋，所以处理起来还是免不了
会手忙脚乱的，甚至是“病急乱投
医”，频频误入很多误区。

那么，发烧真的会烧坏宝宝的大
脑吗？在给宝宝的退烧路上，家长都
走过哪些误区？

误区一：发烧会烧坏脑子？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烧是
身体对抗外来入侵病菌的一种保护性
反应，是身体调动免疫系统对抗感染
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是宝宝
免疫力得到提高的一个过程，而且人
体还有体温调节中枢，能防止体温升
得太高而损害脑组织。“一般来说，普
通的发烧，并不会烧坏宝宝的大脑”，
专家说，反倒是一些不恰当的处理，
反而有可能是对身体的恢复不利。而
发烧后烧坏脑子的，大多数是由疾病
所导致的，如脑膜炎，而并不是发烧
所致的。

误区二：发烧会导致肺炎？

有些家长担心，孩子再这么烧下
去，会不会变成肺炎啊？专家解释，
其实这是搞混了因果关系，并不是发
烧导致了肺炎，而是当宝宝感染肺炎
时，由于体内有病毒、细菌、支原
体、衣原体等感染，临床上出现发热
的症状。

误区三：退烧靠“捂”？

虽说捂热综合征在冬季更为常
见，但是夏天也经常能看到它的踪
影，比如：宝宝身上总是有痱子，比
如婴儿脸上身上突然一大片一大片发
红，风一吹凉快一点就会褪……这些
都是被捂热后的反应。

孩子发烧，也有家长用这种“坑娃”
的方式给宝宝退烧：吃点退烧药，再捂
一捂，等汗出来了后就不烧了。曾有媒
体报道，有婴幼儿发烧，被家长捂热时
间过长，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多器官
弥漫性出血而去世的不幸案例。

专家表示，其实，这种捂热的方法
会影响到机体的正常散热而使体温越
升越高，甚至出现高热状态，而宝宝在
发热状态下，本身机体代谢就会变得亢
进，耗氧量也会相对增加，如果再加上
捂得太严实，容易因缺氧而造成机体多
器官、多系统受累等更严重的后果。与
捂热相反的是，宝宝发烧时，家长在给
宝宝做好手脚保暖时，应注意把宝宝胸
口的衣服稍微解开一些，使其充分散
热，并注意室内通风换气，同时还应注
意补充水分，饮食上吃一些易消化、有
营养的流质、半流质食物。

误区四：一发烧马上吃药？

孩子都是心头肉，有些家长摸到宝
宝一烧起来，马上就喂退烧药了。“其
实，如果宝宝的体温在38.5℃以下，一

般建议还是以物理降温为主”，专家说，
用温水在宝宝额部、颈部、腋下、腹股沟
等血管丰富的地方擦一擦，也是可以起
到一定的降温效果。而退烧药一般在
宝宝体温超过38.5℃以上而且有其他
明显不舒服的时候使用，目前用于儿童
退烧的药主要为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
酚，在使用退烧药时，一般选用一种退
烧药即可，同一种退烧药用过后，下一
次需要再使用时，最好间隔6个小时以
上，一天一般不超过4次，如果持续高
烧不得不需要两种退烧药交叉使用时，
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使
用，要记得，服用退烧药目的主要是减
轻宝宝的不舒服症状，而不是要降到
正常体温。

总之，专家提醒，在遇到宝宝发烧
时，家长需要做的是注意监测好体温，
多观察宝宝的精神反应等情况，如果宝
宝精神状态好，能吃能玩能睡，就不用
太过于担心，可以继续在家观察一下，
但如果宝宝持续高烧，精神状态较差、
萎靡不振，出现呕吐、尖叫、抽搐等反
应，则应尽快送往医院。

（新华社）

警惕！孩子发烧别踩这些误区 孩子热性惊厥别慌
通风降温防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