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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在“六
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少年儿
童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在这次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
中，广大少年儿童也经历了一段特
殊时期，不仅目睹了中国人民众志
成城、迎难而上的伟大壮举，而且听
从党和政府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持
抗疫斗争，展现了我国少年儿童的
良好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少年强则国强。当
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
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
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
准备着。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
关心关爱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茁
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共青团、少先
队组织要着眼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顺应时代发展，不
断改革创新，积极开展工作，为党的少
年儿童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全面消除普通中小学大
班额问题工作方案》（简称《工作
方案》）提出，结合我省实际，到
2020年底增加中小学学位50万
个，全面消除中小学56人及以上
大班额。5月31日，省教育厅对这
一方案做出解读。

对2020年底前消除大班额问
题，《工作方案》称，一是坚持一
县一案编制化解工作方案。要
求各市、各县（市、区）切实摸清
现有大班额底数，精准测算起
始年级学生增量，科学确定工
作任务，逐县编制工作方案，明
确工作措施。

二是推进已建成学校投入使
用。对于各地往年已经建成、尚未
投入使用的262所中小学校，指导
各地加快学校内部配套、教学设
施设备配备，通过多种渠道补充
师资，确保8月底前投入使用，增
加学位33万个。

三是继续建设一批中小学
校。以市县投入为主，优先保障用
地，省级也将加大资金、债券支持
力度，年内再开工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校318所，优先保障用地，确
保2020年8月底前增加学位17万
个。

四是科学划分学校服务区
域。坚决落实义务教育就近免
试入学要求，根据生源分布和
学校容纳能力，调整优化学校
招生范围，探索实行多校联合
划片的招生办法，缓解热点学
校压力，防止起始年级出现大
班额。

五是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对
消除大班额问题基础设施建设、
设施设备购置等项目，开辟绿色
通道，优化办理程序，缩短审批时
间，保障学校建设项目尽快投入
使用。

习近平：向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三城卖地收入超千亿

5月19日，北京市成交了三
幅住宅用地，其中两幅位于丰
台区分钟寺的土地格外引人关
注。分钟寺村L39号地块吸引到
10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56轮
竞拍，最终被合生创展旗下的
公司以42亿元价格拿下，溢价
率为42%，可售住宅综合楼面价
为76168元/平方米。

当天拍卖的分钟寺村L41
号地块，经过82轮激烈竞拍，
也被合生创展以65 . 4亿元的
总 价 收 入 囊 中 ，溢 价 率
37 . 86%，可售住宅综合楼面
价为73912元/平方米。而在10
天前的5月9日，合生创展已经
以72 . 2亿元总价、26 . 2%溢价
率取得相邻地块，综合楼面价
为69133元/平方米。

合生创展共计179 . 6亿元
的土拍贡献，让北京今年的卖
地收入冲破了千亿元关口。数
据显示，截至近日，北京土地市
场总成交金额约为1130亿元，
同比上涨83 . 29%；平均溢价率
为18.61%，同比上涨71.1%。

土地市场升温的现象也
同样出现在广州、深圳等城
市。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提供
的数据，今年以来，全国50个
大城市土地市场成交额合计
达1 . 6万亿元，同比上涨12%；
27个城市的卖地收入超过200
亿元，49个城市超过百亿元，
均刷新历史纪录；土地市场成
交额超过千亿元的城市有3
个，分别为北京、杭州(约1097
亿元)、上海(1015亿元)。

溢价率持续上升

溢价率上升，成为当前土
拍市场的一个特征。中原地产
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称，今年已

经拍出的土地中，成交价超过
20亿元的地块有44宗，其中，底
价成交的土地只有11宗，占比
为25%。在之前，底价成交的地
块基本会占50%以上，2019年第
四季度拍出的高价地中，底价
成交的更是占到60%。

克而瑞研究中心称，在优
质土地供应开闸的影响下，今
年4月份土地的溢价率在3月
的基础上再度上涨3 . 8个百分
点，增至16 . 0%，创下去年7月
以来新高。到了5月11-5月17
日这周，土地市场周度溢价率
已经升至26%，创下今年以来
新高，较4月第一周的溢价率
12%已经翻番。一、二线溢价
率均高达27%，三四线稍逊色，
为24%。

一二线城市热度更高

从区域和城市等级看，一
二线城市的土拍市场热度更
高。

贝壳研究院5月29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5月，全国351座
城市合计住宅用地成交量为
4438万平方米，累计同比下滑
21 . 3%，下跌幅度与4月保持
一致。但北京、上海、深圳、广
州等地加大土地供应，一线城
市居住用地成交量累计同比
增长29 . 7%。

据易居研究院统计，1—4
月份，全国100个城市居住用
地成交面积1 . 55亿平方米，同
比减少8 . 7%，其中，一线城市
成交面积1031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5 . 2%；居住用地平均价
格为6011元/平方米，同比上
涨12 . 3%，一线城市居住用地
价格为18273元/平方米，同比
上涨40 . 1%。

“一线城市的土地交易总
体不错，这与地方政府供地意
愿增强、土地交易约束减少等

因素有关。”易居研究院智库中
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解释称。

除此之外，多地相继推出
优质地块，也助燃了土拍市场。
克而瑞研究中心称，4月份至5
月中旬，二线城市土地市场热
度最高。其中，太原表现最为突
出，整体溢价率高达44%。

楼市进入“小阳春”

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4
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新房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达
到50个，较2、3月份的21个、38
个有明显增加；二手房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达到37
个，较2、3月份的14个、32个有
增加，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
上涨的城市数量均恢复至
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贝壳研究院29日提供的数
据显示，5月，其监测的重点18
城二手房成交量继续增长，环
比增加15 .2%，同比增长42%，5
月成交量为去年成交量最高水
平(2019年3月)的98%；1—5月
交易量较去年同期减少15%左
右，较1—4月的同比降幅收窄
了10个百分点，可见疫情对市
场的影响在逐步减小。

“整体交易量的大幅增
长，与疫情推迟了需求的释
放、五一小长假便利期和房贷
利率下滑影响购房者预期有
关。”贝壳研究院分析。

市场未来走势如何？严跃
进称，虽然宽松预期不断，但
从短期看，房价涨幅反弹的可
能性不大。

张大伟称，重申“房住不
炒”后，房地产调控政策大幅
放松的概率较小，市场未来的
走势要看信贷政策与各地人
才引进政策的力度有多大。

据中新经纬

山东多措并举缓解“择校热”

8月底前投入使用

262所中小学

土地市场升温 50城卖地1 . 6万亿
二季度成交有望维持高位，一二线城市土拍竞争将更加激烈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
的土地市场整体回温，土地成交额
持续上升。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
25日，北京、上海、杭州三地的卖地收
入均突破千亿元，49个城市超过百亿
元，随之而来的还有土拍溢价率的
上升。

机构预计，今年二季度土地市
场的成交规模有望维持高位，一二
线及部分三线城市土拍竞争将更加
激烈。

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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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疫”，参与其中，愈发成长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这个戴着口罩迎来的“六

一”国际儿童节，注定与以往有些不同。我们要向孩子们
道一声“节日快乐”，同时也应思考一个话题：特别的时
刻，如何把过去几个月的经历变成“教材”，让孩子们上
好成长中的“特别一课”？

学校开起了“网上课堂”、小伙伴们许久未见、常去
的游乐场关门停业……在这次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广大少年儿童也经历了一段特
殊时期。战“疫”之中，他们是见证者、参与者。他们耳闻
目睹，见证了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见证了特殊时期的
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他们置身其中，与家人们一同听从
号召、减少外出、注意防护，用实际行动为抗疫斗争贡献
了努力与支持。

经此一“疫”，少年儿童耳濡目染，参与其中，愈发成
长。疫情防控中，那些挺身而出、英勇无畏、默默坚守、无
私奉献、齐心协力的事迹都是鲜活“教材”，也要以此启

迪他们：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炼坚强意志，
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
准备着。

少年强则国强。
疫情防控阻击战是“教材”，也是“课堂”，上好了这

一“课”，特殊时期的别样经历，会化作孩子们茁壮成长
的宝贵养分。

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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