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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5月15日电（记者 李倩薇）记
者 15日从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了解到，成都
市于 15日升级住房限购措施并从即日起实施，
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父母通过投靠
成年子女落户成都的，不能作为单独家庭购
房。

为切实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机炒房
行为，成都市对原有调控政策进行了完善，成
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15日出台《关于进一步
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

《通知》规定，成都市户籍居民两人及以上
家庭在全市范围内拥有 2套以上（含 2套）自有
产权住房，或成都市户籍居民成年单身家庭、
非成都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全市范围内拥有 1套
住房的，将不能在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成都

高新区南部园区、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锦江
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
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购买商
品住房或二手住房。

在成都市其他区（市）县新购买商品住房
或二手住房的，购房人应具有成都市户籍，或
非成都市户籍但在成都稳定就业且连续缴纳
社保 12个月以上。

《通知》规定，夫妻双方离异后，任一家庭
成员两年内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的，其拥
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在全
市范围内新购买的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须取
得不动产权证满 3年后方可转让。

在新政策施行之前商品住房已在全市统
一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系统完成定购、

拟定合同、已售（备案）状态之一的；二手住房
已在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上完成打印“成都市
存量房买卖经纪服务合同”或“成都市存量房
买卖合同”的，按原政策执行。

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成都市陆续出台住
房限购、公证摇号选房、刚需优先摇号等多项
调控措施，根据市场情况“打补丁”、步步加码。

15日晚，成都市还配套出台了公证摇号买
房的新规定，其中规定一个家庭一次只能参与
一个项目的摇号，在该项目选房结束后未能购
房的，方可参与下一个项目的购房登记。“这主
要是为了解决不少居民同时在多个楼盘摇号，
诱发恐慌性购房情绪、增加家庭债务负担、预
埋违约风险等问题。”成都市房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住房城乡建设部与财政部、人民银行、公安部四部门近日
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要
求优先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提取额度要根据当地租
金水平合理确定并及时调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在缴
存地或户籍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防止提
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通知要求，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多人频繁买
卖同一套住房、异地购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地购房、非配
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严格审
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根据通知，各地要全面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建
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公安、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民政、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信息共
享机制，联网核查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人的个人身份、户籍、房
产交易、就业、社保、婚姻登记、不动产登记等信息，确保提取住
房公积金的行为和要件真实准确。有条件的省份要积极研究
建立省级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积极
主动提出信息共享需求，相关信息管理部门要予以支持。同时
要做好信息安全和保密工作。 据新华社

日前，媒体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25名受访者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7.4%受访者将公积金用于贷款买房，受访
者提取公积金还用于支付首付和支付房租。

受访者中，69.2%已有住房，17.0%正在购买，13.8%还没
有。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占 32.1%，二线城市的占 45.3%，三四线
城市的占 18.5%，城镇和县城的占 4.0%，农村的占 0.2%。

关于公积金的用途，调查显示，用于贷款买房（67.4%）是最
普遍的情况，然后是用于购房首付（56.9%），用于支付房租

（42.6%）和房屋装修（40.9%）也较为普遍，其他还有：治疗重大
疾病（18.8%），销户提取全部余额（17.4%），补贴日常生活费

（15.9%），被纳入低保或特困范围提取使用（7.5%）等。
调查中，56.1%的受访者期待适当延长公积金贷款期限，

55.0%的受访者希望根据不同城市的情况合理调整公积金贷款
额度。其他建议还有：规定提前支取公积金不影响公积金贷款

（44.9%），简化提取流程（36.3%）等。 据新华网

成都楼市调控再升级
限购对象由自然人调整为家庭

住建部等四部门：

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炒房投机

卫生间防水应该这样施工

成都楼市限购升级
你想了解的细节在这里

解读｜

对于群众在新政执行当中可能产
生的疑问，成都市房管局进行了答疑解
读。

1.新政实施后，住房限购对象有何
变化？

答：本次住房限购对象由个人调整
为家庭。

2.新政实施后，限购方式有何变化？
答：限购方式由只考虑新购住房套
数调整为新购住房时需考量家庭

已有住房套数。
3.两人及以上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已

有住房，还能购房吗？
答：本市户籍居民两人及以上家庭

在全市范围内拥有 2套以上（含 2套）自
有产权住房，或本市户籍居民成年单身
家庭、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全市范围
内拥有 1 套住房，不能在天府新区成都
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成都高
新区西部园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
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新都区、
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购买商品住
房或二手住房。

4.在青白江区、简阳市、都江堰市、
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新津
县、大邑县、蒲江县新购买商品住房或
二手住房有什么条件？

答：购房人应具有本市户籍，或非
本市户籍但在本市稳定就业且连续缴
纳社保 12个月以上。

5.怎样才算“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答：家庭成员共同购房的，其中至

少 1人具有我市户籍可认定为本市户籍
居民家庭。

6.“两人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包含哪些家庭成员？

答：两人及以上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包括夫妻双方、夫妻双方及其未满 18周
岁的子女、离异（或丧偶）父（母）及其未
满 18周岁的子女。

7.怎样算是“成年单身居民家庭”
呢？

答：成年单身居民家庭包括三种情

形。
（1）18周岁以上未婚的单身居民；
（2）离异(或丧偶)且无子女的单身

居民；
（3）离异(或丧偶)且子女已年满 18

周岁的单身居民。
8.张三离异不满2年，张三的自有

产权住房数量应该只算自己名下的，还
是要算离异前全家名下的？

答：按离异前的家庭自有产权住房
总套数计算。

9.父母通过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成都
的，能单独购房吗？

答：不能作为单独家庭购房。
10.新政后新购住房多久可以转

让？
答：在全市范围内新购买的商品住

房或二手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 3
年后方可转让。

11.新政何时开始实施？
答：新政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有

政策规定与新政策不一致的按新政策
执行。

12.新政施行之前购买住房的，政
策如何界定？

答：新政施行之前商品住房已在全
市统一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系
统完成定购、拟定合同、已售（备案）状
态之一的;二手住房已在存量房交易服
务平台上完成打印“成都市存量房买卖
经纪服务合同”（居间成交）、“成都市存
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的，按原政
策执行。 据四川在线

67.4%受访者
将公积金用于贷款买房

装修卫生间，最重要的莫过于防
水。虽然大家都知道，但装修中防水出
现问题的仍数不胜数。

卫生间渗水的原因

1、橡胶混泥土产生裂缝。
2、做好防水层后，后道工序破坏了

防水层(贴面砖)。
3、使用了不好的防水材料(便宜无

好货)。
4、没按要求做防水层或防水层厚

度不够(>1.2mm)。
5、没按要求做节点处理。
6、装修开槽埋管 破坏原防水层造

成漏水。
7、做防水时基面不符合要求，有起

沙、松散等现象。
8、水管和水泥的收缩不同产生裂

缝。

卫生间装修防水技巧

1、一定要做墙面防水，在铺墙面瓷
砖之前，做好墙面防水。一般防水处理
中墙面要做 30厘米高的防水处理，但是
非承重的轻体墙，就要将整面墙做防
水，至少也要做到 60厘米高。

2、墙与地面之间的接缝及上下水
之间的管道地面接缝处，是最容易出现

问题的地方，一定要督促好工人处理好
这些边边角角，防水涂料一定要涂抹到
位。

3、重铺地砖要做地面防水如需更
换卫生间原有地砖，将原有地砖凿去
后，一定要先用水泥砂浆将地面找平，
再做防水处理，这样可以避免防水涂料
因厚薄不均而造成渗漏。在做防水之
前，一定要将地面清理干净。

4、尽量不破坏原有防水层在新交
付使用的楼房一般地面都做了防水层，
所以，不破坏原有的防水层一般是不会
发生渗漏的。

5、要求装修队给卫生间的上下水
管一律做好水泥护根，从地面起向上刷

10至 20厘米的防水涂料，然后地面再重
做酯防水，加上原防水层，组成复合性
防水层，以增强防水性。

6、墙内水管凹槽也要做防水，施工
过程中在管道、地漏等穿越楼板时，其
孔洞周边的防水层必须认真施工。墙
体内埋水管，做到合理布局，铺设水管
一律做大于管径的凹槽，槽内抹灰圆
滑，然后凹槽内刷防水涂料。

7、用 24小时“蓄水试验”验收防水，
在防水工程做完后，封好门口及下水
口，在卫生间地面蓄满水达到一定液面
高度，并做上记号，24 小时内液面若无
明显下降，特别楼下住家的房顶没有发
生渗漏，防水就做合格了。

卫生间装修防水规范

1、防水施工宜用于涂膜防水材料。
2、防水材料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有产品合格证书。
3、基层表面应平整，不得有空鼓、

起砂、开裂等缺陷。基层含水率应符合
防水材料的施工要求。

4、防水层应从地面延伸到墙面，高
出地面 250mm。浴室墙面的防水层高
度不得低于 1800mm。

5、防水水泥砂浆找平层与基础结
合密实，无空鼓，表面平整光洁、无裂
缝、起砂，阴阳角做成圆弧形。

6、涂膜防水层涂刷均匀，厚度满足
产品技术规定的要求，一般厚度不少于
1.5mm不露底。

7、使用施工接茬应顺流水方向搭
接，搭接宽度不小于 100mm，使用两层
以上玻纤布上下搭接时应错开幅宽的
二分之一。

8、涂膜表面不起泡、不流淌、平整
无凹凸，与管件、洁具地脚、地漏、排水
口接缝严密收头圆滑不渗漏。

9、保护层水泥砂浆厚度、强度必须
符合设计要求，操作时严禁破坏防水
层，根据设计要求做好地面泛水坡度，
排水要畅通、不得有积水倒坡现象。

据腾讯网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6 日
发布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统
计显示，4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4和 0.6个百分点。

4月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
相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比上
月回落 0.3个百分点。

“4 月份，各地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分类调控不
放松，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说。

从热点城市来看，15 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保持稳定。从环比看，4月份，上海、南京等 7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下降，降幅在 0.1至 0.2个百分点之间；其余城市
微涨，涨幅在 0.1至 0.5个百分点之间。从同比看，北京、深圳等
1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降幅在 0.2 至 2.2 个百
分点之间；其余城市略有上涨，涨幅在 0.4至 1.1个百分点之间。

4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