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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
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但二手住
宅价格持续下降；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
均持平；三线城市环比涨幅均回落，来看具体城市表现。

厦门、天津、温州、金华、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
数环比下降，厦门、北京、无锡、杭州、宁波、福州、郑州、天津、
广州、温州、金华、石家庄、深圳、泉州、上海、合肥、海口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

尽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微
涨 0.3%。但二手住宅价格一致下行，二手住宅环比降幅在
0.6%到0.2%之间。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6%、0.1%、0.3%和0.2%。其中，北京、深圳的二手房价格已
经连续数月下行。

此外，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0%，涨幅与上月相同。

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9%，涨
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其中，呼和浩特、洛阳、桂林、大理、福州等城市的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在2%以上的区间，涨幅居前。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些二线以及
产业集群较好的三线城市将吸引更多的人口积聚，未来要关
注这些城市的房价走势。

国研中心市场经济研究员 刘为民说：整体的房价已经出
现了一个回调盘整的态势。

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过程里面，过去的二十年是以一线
城市为主，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可能就是以这些二线城市
和强三线城市来承载人口为主，所以对于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来讲，应更多关注。

专家解读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进行了解读。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微涨，二手住宅持

续下降；二线城市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环比涨
幅均回落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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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稳定。

据初步测算，从环比看，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微涨0.3%。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上涨0.6%和0.5%，广
州持平，深圳下降0.2%。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降0.4%，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
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6%、0.1%、
0.3%和0.2%。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
上涨1.0%和0.3%，涨幅均与上月相同。

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
上涨0.9%和0.4%，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1个百分点。

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累计平均涨
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11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5%，涨幅比去年同月扩大0.8个百分点；1-11月平均，同比
上涨0.3%，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

11月份，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0.8%，涨幅比去年同月
回落2.1个百分点；1-11月平均，同比上涨0.7%，涨幅比去年
同期回落12.1个百分点。

11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11.1%和10.5%，涨幅比去年同月分别扩大6.4和3.6个百分
点；1-11月平均，同比分别上涨7.2%和7.6%，涨幅比去年同期
分别回落2.2和0.3个百分点。

11月份，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7.9%和
8.1%，涨幅比去年同月分别扩大2.9和2.7个百分点；1-11月平
均，同比分别上涨5.6%和5.7%，其中二线城市涨幅比去年同期
回落2.6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3个百分点。

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
个数减少

11月份，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的城市有 3 个，比上月增加 1 个，最大降幅为 0.5%；持平的 1
个，增加1个；上涨的11个，减少2个，最高涨幅为2.0%。

同比下降的城市有 2 个，比上月减少 1 个，最大降幅为
0.4%；上涨的13个，增加1个，最高涨幅为15.4%。

国家统计局网站

70城最新房价公布！哪些降了……

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公
安部14日公布了十大事故多发长
下坡路段，这是公安交管部门从
11月开始，在集中开展长大下坡
危险路段排查整治行动中发现
的。

据介绍，自开通以来造成事
故死亡人数最多的10个长大下坡
路段分别为：

1.云南昆明市境内 嵩待线省
道 77 公里加 800 米至 66 公里加
400 米段，自 2003 年开通以来，
11.4公里长下坡累计发生 218起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279人死亡。

2.广东韶关市境内 G4京港澳
高速北行 1882 公里至 1858 公里
段，自2003年开通以来，24公里长
下坡累计发生 173起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174人死亡。

3.甘肃天水市境内 G310国道
天巉公路 1515 公里至 1528 公里
段，自2001年开通以来，13公里长
下坡累计发生 76 起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157人死亡。
4.云南文山州境内 G80广昆

高速 896 公里至 884 公里段，自
2007年开通以来，12公里长下坡
累计发生117起道路交通事故，造
成141人死亡。

5.甘肃平凉市境内 G312国道
罗汉洞坡道1698公里至1704公里
加 400米段，自 2000年开通以来，
6.4公里长下坡累计发生 421起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126人死亡。

6.云南玉溪市境内 G8511昆
磨高速213公里加400米至240公
里加 400 米段，自 2003 年开通以
来，27公里长下坡累计发生 81起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24人死亡。

7.广东韶关市境内 G4京港澳
高速 南行 1882公里至 1895公里
段，自2003年开通以来，13公里长
下坡累计发生 154起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113人死亡。

8.山西吕梁市境内 G20青银
高速964公里加300米至934公里

段，自 2005年开通以来，30.3公里
长下坡累计发生 120起道路交通
事故，造成112人死亡。

9.山西临汾市境内 S329省道
12公里加 100米至 35公里段，自
2010 年开通以来，22.9 公里长下
坡累计发生 1295 起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107人死亡。

10.广西河池市境内 G210国
道2716公里加400米至2721公里
加 100米段，自 2001年开通以来，
4.7公里长下坡累计发生 457起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100人死亡。

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
要深入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强化
部门沟通协作，健全完善常态机
制，确保做到隐患排查全覆盖、无
死角。要在按时完成排查任务的
基础上，逐一路段提出整治建议，
专题报告地方党委等相关部门和
责任单位，视情况提请采取部、
省、市三级挂牌督办措施，并及时
向社会发布公示提示。

公安部公布十大事故多发长下坡路段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
者 刘慧 刘玉龙）证监会近日依法
对从业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等 3宗
案件作出行政处罚。

证监会对杭五一从业人员违规
买卖股票案作出处罚，没收杭五一
违法所得近30万元，并处以近89万
元罚款。重庆证监局依法对王亦天
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
券案作出处罚，对王亦天给予警告，
并处以10万元罚款；依法对罗媛媛
从业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案作出处
罚，责令罗媛媛依法处理非法持有
的股票，并处以6万元罚款。

证监会表示，将依法对证券
从业人员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严厉查处，以严惩重罚督促从
业人员提高合规意识。

当地时间14日19时17分（北京时间14日22时17分），随着“雪龙”
号极地考察船所载Ka-32直升机完成最后一次吊运，中国第35次南极
考察队第一阶段物资卸运工作顺利结束。从11月30日开始，考察队成
功将1605吨物资由“雪龙”号运至南极中山站和内陆考察出发基地，冰
上运输和直升机吊运分别为951吨和654吨。图为科考队员将物资从

“雪龙”号上卸运至冰面雪地车上。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新华社天津12月15日电（记
者 毛振华）记者 15日从在国家超
级计算天津中心举办的“致敬‘银
河·天河’40 年超级计算发展论
坛”上获悉，作为我国首台千万亿
次超级计算机，安置在天津中心
的“天河一号”累计支持国家重大
项目超过 1600项，成为支撑我国
科技创新的利器。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从研
制出第一台每秒亿次计算的“银
河-Ⅰ”巨型机实现“零”的突破，到

“天河一号”问鼎首个世界第一，再
到“天河二号”连摘六次世界桂冠，
中国超级计算实现了从“跟跑”到
逐步迈上“领跑”的征途。

伴随着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我
国超级计算应用同步发展。据天津
中心应用研发部部长孟祥飞介绍，

“天河一号”如今实现满负荷运行，每
天并发在线计算任务数超过 1400
项，做到了真正的“中看又中用”。

“天河一号”服务领域广泛。
在高端装备领域，支撑海洋装备、
无人机等进行数值模拟；在生物
医药领域，支撑胰岛素等自主知
识产权新药的研发并获得重大突
破；在新材料研发领域，支持 200
多个新材料科研团队在纳米、储
能、超导等领域展开计算模拟研
究。中石油东方物探研发中心高
级工程师陈继红说，基于“天河”
平台，以自主高性能勘探数据处
理软件系统为支撑，有力推动物
探开展，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

“‘天河一号’累计支持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重大项目超过 1600项，取得国家

级、省部级奖励成果等2000余项。”
孟祥飞说，依托“天河一号”构建了
油气勘探、工业设计与仿真等十余
个专业化平台，为近200家规模以
上企业提供高质量创新服务，带来
相关经济效益近百亿元。

运算能力达到百亿亿次的“天
河三号E级原型机”已研制成功，
安置在天津中心。团队为其创新
设计了“迈创”众核处理器、互连接
口芯片和路由器芯片 3大芯片，4
类计算、存储、服务结点，实现了各
关键技术领域整体自主创新。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杨灿群
表示，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在掌
握核心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可控的
同时，还要加强高性能计算生态
体系建设，实现芯片、软件、应用
的全面发展。

“天河一号”支持国家重大项目1600余项

证监会对3宗案件

作出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