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让分歧撕裂不动产条例

本该在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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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出

台的!不动产登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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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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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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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未能面世#

这引发了各界舆论对!条例"缓行

原因的猜测$记者近日独家获悉#

与方案相关的各部委之间出现了

过大的意见分歧#造成了这一!条

例"没能如期上报国务院$

据悉# 虽然涉及不动产登记

的相关部门分工已有安排# 但仍

存在异议$以住建部门为例#不仅

不愿让全国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系

统被拿走# 而且还质疑国土部门

操控住建系统房产信息体系的专

业性$ 尽管存在一些异议也是正

常的# 不过# 应快速解决各种异

议#而不应该拖延!条例"出台$

其实# 各种部门分歧完全可

以解决#关键问题是#以部门利益

为重还是以公共利益为重$ 如果

以公共利益为重#分歧很好解决$

但如果以各自部门利益为重#分

歧不容易解决# 但也不等于没有

办法解决# 如果把各种分歧彻底

公开#由舆论%业内专家来参与讨

论#相关部门相互妥协#终究会是

圆满解决$

然而#由于!条例"制定过程

不透明# 各种分歧没有摆在阳光

下讨论#那么#解决部门分歧的效

率就不高#效果也不会好$更令人

担心的是# 部门分歧不仅造成了

!条例"延期出台#会影响公众对

!条例"的信心#而且#部门分歧还

有可能反映在最终出台的!条例"

中#影响制度效果和公共利益$

据悉# 尚在会商阶段的 !条

例"还在进行一些微调#而某些微

调的结果似乎不是公众愿意看到

的$国土部一位官员表示#&微妙的

修改显示出各自的利益# 总登记

范围太广大了# 把总登记修改成

初始登记# 其实是给自己部委留

下了后路和权力$'言外之意是#微

调是为了维护相关部门的利益$

但是# 当制度微调为相关部

门留下后路和权力的同时# 很可

能也为制度留下了 &后遗症'#最

终受影响的必然是公共利益$因

此#对于有关部门可能在!条例"中

留下的后路和权力# 必须要妥善

解决#不应该让部门利益法定化$

显而易见# 任何一部公共制

度#必须去捍卫公共利益#绝不能

去损害公共利益$但坦率地说#!条

例"未能如期出台#已经影响到不

动产登记工作的进程和安排#如

果相关部门的利益还要隐藏在

!条例"中#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

是长期的#后果也无法估量$

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国务院常

务会议指出# 政府工作只有一个

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

和人民利益$他要求参会者&超越

部门利益'#保证&整体工作'的顺

利实施$细心的人发现#李克强任

总理后四次提出破部门利益#足见

部门利益阻碍改革问题之严重$

要想防止部门分歧% 部门利

益&撕裂'公共制度#需要高层拿

出改革的决心去推动$ 同时也需

要公众监督加盟# 今年初不动产

登记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已开始运

作#对于目前!条例"的进展如何#

为何未能如期出台# 相关部门是

否应给公众一个说明(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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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烟草电力居前三
2013年最赚钱国企

记者日前获悉，财政部公布了
“2013年全国财政决算”，透露去
年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
税的决算数比预算短收2209.83亿
元，企业所得税则超收1320.86亿
元。此外，国企的“赚钱”排行榜也
随之浮出水面，石油石化、烟草、
电力、电信、煤炭高居前五位。

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显示，
2013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
的利润收入预算数为1215.73亿

元，决算数为1288.08亿元，完成
预算的106%，这次决算数也是
上年决算数的111.6%。从国企

的具体“赚钱”排行榜来看，石油
石化企业稳居第一，烟草、电力紧
随其后位列前三甲。电信、煤炭行

业也进入前五名。 此外，去年一
些主体税种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短
收或超收情况。国内增值税预算
数 为 20950亿 元 ， 决 算 数 为
20533.81亿元，完成预算的98%，
比预算短收416.19亿元。主要是
2013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1.9%。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
关税预算数合计为18845亿元，决
算数为16635.17亿元，完成预算的
88.3%，比预算短收2209.83亿元。
主要是受2013年进口增长低于预
期(进口增长7.3%，低于8%的外贸
增长预期)，高税率商品进口减少，
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

而企业 所 得 税 预 算 数 为

13123亿元，决算数为14443.86亿
元，完成预算的110.1%，比预算
超收1320.86亿元。主要是2013
年企业利润增幅高于年初预期，
以及清缴以前年度税款等一次
性因素。

个人所得税预算数为3815亿
元，决算为3918.99亿元，完成率达
102.7%，比预算超收103.99亿元。
主要是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幅高于年初预期。

证券交易印花税预算数为
320亿元，决算数为455.55亿元，
完成预算的142.4%，比预算超收
135.55亿元。主要是2013年证券
市场交易金额增长较快。

摘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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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禁 市 值
近250亿元

本周两市限售股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本交易周（7月14日至18
日）两市共有19家公司的24.53亿限售股解禁，解禁市
值约248.59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本周两市解禁股数共计24.53亿
股，占未解禁限售A股的0.57%，其中，沪市10.2亿股，
深市14.32亿股；以7月11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市值
248.59亿元，为2014年年内偏高水平，其中，沪市4家
公司88.08亿元，深市15家公司为160.51亿元。

沪市4家公司中，中国国旅15日将有0.96亿股限售
股解禁上市，按照7月11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29.84
亿元，为沪市本周解禁市值最大公司；深市15家公司
中，渤海租赁的限售股将于7月14日解禁，解禁数量
8.34亿股，按照7月11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64.87亿
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多公司。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象屿股份、厦门国贸、
中国国旅，深市将有江粉磁材成为新增的全流通
公司。 据新华社

网 贷 行 业 平 均
综合利率超20%

今年上半年

知名第三方机构网贷之家日前发布上半年我国网
贷行业数据报告，截至6月底，我国共有P2P平台约
1184家，网络贷款余额约476.61亿元，网贷平均综合
利率超过20%。

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
网贷平台数量平稳增加，已达1184家，预计到年底
有望达到1500家。作为行业整体规模变动的先行指
标，今年上半年网贷行业成交量约为818.37亿元，
并且仍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年底行业全年成交量
将达2020亿元。

网贷行业借贷成本仍保持较高水平。数据显示，
2014年上半年，我国网贷行业平均综合利率达
20.17%。网贷之家预测认为，随着网贷行业逐渐向成
熟发展，平台及投资人更加理性，综合利率将维持缓慢
下降趋势，预计到年底将下降至17%左右的水平。

目前，我国网贷行业整体借款人数已接近19
万，投资人数44.36万。网贷之家分析认为，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贷行业，借款人数和投资人数
平稳增加。预计2014年全年借款人数将达50万，投
资人数将达78万。 据新华社

近百亿元收购
英餐饮大牌

中国私募弘毅

联想控股旗下私募股权投资机
构弘毅投资12日宣布，该机构已斥
资约9亿英镑（折合约95.5亿元人民
币），全资收购英国著名休闲餐饮品
牌PizzaExpress。这是欧洲餐饮行
业过去五年中金额最大的并购案。

弘毅首席执行官赵令欢在交易
达成后表示，目前中国已经迎来了跨
境投资的系统性机会，弘毅要在更深
层的全球化大背景下继续做好业界
“中国专家”。据悉，PizzaEx-
press1965年成立于英国伦敦，是一
家专注于意式披萨的连锁休闲餐厅。

过去数年，中国资本、中国企业
对国际食品类企业表现出很大兴
趣。例如双汇集团母公司收购美国
猪肉制品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光
明集团收购和推动收购新西兰、法
国、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大型食品
企业等。 据新华社

“内外兼修”的南渡派出所
———自制MV，构建文化“三面墙”

在溧阳市的工业重镇———南渡
镇，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恪尽职守、团
结进取、严格执法，用满腔的热忱和辛
勤的汗水，维护着一方平安，他们就是
溧阳市南渡镇派出所的公安民警们。

南渡派出所位于溧阳市地域中
心，其辖区范围广、流动人口多，管
理难度较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该所
坚持文化立警、服务为民，不断提升
全警素质信念，提高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努力打造“平安南渡”，为辖区
内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人性执法树亲民形象
加强民警公仆意识，以“人民满

意”为目标，对待群众求助热心解决
是南渡派出所一贯的宗旨。

6月1日，适逢中国人的端午
节，这本是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但
对于南渡镇82岁的任老太而言，却
与其他日子并无二致。老人膝下有
两个儿子，平时较忙，无暇顾及母
亲。由于精神有异，任老太总怀疑其
他村民偷窃其财物，于是在端午当
天到南渡派出所寻求帮助。该所民
警在向任老太所在村村委书记了解
情况以后，将任老太送回了家。老人
或许是害怕孤单，或许是感受到民
警们给予她的温暖，此后接连6天
都往所里跑，每天的轮值民警都会
给她饭吃，并送她回家。但长此以往
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民警联系到
任老太的长子，对其进行耐心劝说，
最后，任老太被儿子接回了家，其长
子答应民警一定好好照顾她。

负责送任老太回家的民警中，
有一个叫姜亮的小伙子，2012年
起，他便以社区民警的身份开通了
微博@片警小姜，利用这个平台，小
姜为广大群众提供社区、户籍等警
务工作服务指南，解答户口管理、证
件办理、法律咨询等相关问题，在有
效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拉近了与群
众之间的距离。

如今，南渡派出所的民警们都
会在每周二、周四走村入户，进行调
查，加强安全防范宣传，了解社情民

意，逐渐在南渡人民的心中树立
起了亲民形象。

高效破案护一方平安
2013年，南渡派出所共破获

各类刑事案件38起，抓获各违法
犯罪嫌疑人员36名，破获了“于
金荣强迫交易案”“陈华娟、姜益
平贩卖毒品案”“解罗忠强奸案”
等一系列案件，其中一起案件还

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
事件发生在2013年5月，溧阳

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侦查员得到一条
线索，有一家淘宝网店十分可疑。这
家网店的店主声称他们所有的包都
是正品代购，但是价格却只有正品
价格的五分之一。为确认是否属于
假冒，南渡派出所民警与广州欧时
力实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经欧
时力公司鉴定后确认，这家网店卖

的都是假冒产品。
经过半年的秘密侦查，民警确

定了开店的嫌疑人为溧阳的凌某夫
妇，他们拥有4家网店，都是打着正
品代购的幌子在卖假货，每个月的
收入都在10多万元。去年11月25
日，该所民警将凌某夫妇以及几名
客服人员全部抓获，并追踪其货源，
打掉了位于广州的制假工厂。

在南渡派出所民警的共同努力

下，去年，南渡镇的刑事案件同比下
降12.4%，受理行政案件同比下降
50%，八类案件破案率达100%，有
力地打击了辖区内的违法犯罪活
动，确保了辖区治安持续稳定。

文化建设聚内部警心
南渡派出所在努力对外建设的

同时，也注重派出所的内部建设，尤其
是文化建设，可谓是“内外兼修”。从所
内的“三面墙”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富
有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集体。

该所将收集的43条格言警句
放上“格言墙”，打造“廉政文化长
廊”，时刻警示全体民警职工坚守信
念、防腐拒变；以“效率最高，业绩最
佳，服务最优，形象最好”为宗旨，在
所内醒目位置建造“宗旨墙”，让民
警职工时刻接受宗旨信念的教育和
感染；重视各类影像资料的收集，精
心布置记录、展示民警工作生活的
风采墙，用共同的经历、集体的荣
誉、战友的感情提升队伍凝聚力，激
发队伍战斗力。该所民警还通过收
集记录平时工作点滴的影像资料，
自发制作创意MV，来增强所内民
警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南渡派出
所出色的工作成效得到了当地群众
的认可，并多次收到群众送来的锦
旗、感谢信。 冯蓓 张旭

西瓜熟了
老人笑了

本报讯 近日，一辆满载着500多斤西瓜的小货车驶进
了溧阳市上兴镇上沛五保服务中心，为那里的35位老人送
去了一份清凉与关爱。

据了解，当天正值常州日日春农业生态园里的第二批
红林西瓜上市。拥有70亩西瓜地的日日春，今年西瓜总产
量达10万多斤，再过半个月，第一批新红宝西瓜也即将上
市。丰收之余，日日春农业生态园的负责人宣敏想到了上沛
集镇的那些五保老人们，天气炎热，她想给老人们送些西瓜
消消暑，同时也和他们分享一下丰收的喜悦。

在五保服务中心的大院里，记者看到，老人们围在树荫
下，大口地吃着西瓜，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其中一位老人激
动地告诉记者：“西瓜真甜，好吃！这还是我今年头一次吃西
瓜呢！”该中心的孙院长看着老人们开心的样子十分欣慰，
不住地向宣敏道谢：“这个季节，西瓜最受长者们的喜欢。这
一批西瓜足够大家吃上好几天。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西瓜的甜，甜在老人们的嘴里，更甜在他们的心上。对
此，宣敏表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别人开心，自己也
会感到快乐，以后还要常来看望他们。

据悉，此次日日春农业生态园共为上兴镇交警、城管和
五保老人送出了1000斤西瓜。 )蒋一枫 陈卫君 冯蓓*

4个老旧小区开始改造
预计年底完成

溧阳城区

本报讯 日前，溧阳市2014
年城市环 境 综 合 整 治 行 动
（“931”整治）中4个老旧小区整
治已全面启动，分别为昆仑西苑、
大营巷56号、清溪花园、燕山东

苑，预计将于年底全部完成。
据了解，这4个老小区都是上

世纪90年代建造，普遍存在配套设
施落后、停车位严重不足、路灯缺
损、绿化失养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质量。目前，4个老小区改造项
目已全面开工建设，其中昆仑西苑、
清溪花园已完成土方开挖1800多
立方米，铺设排水管道300多米，新
增停车位120个；大营巷56号完成

土方开挖150立方米，排水管铺设
80米；燕山东苑已开始围墙修复、
停车位改造等施工准备。

为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溧阳
市物管处早在改造前期，就在这4
个老小区内的醒目位置公示了草拟
方案，多渠道听取群众建议，把群众
反映的重点、难点问题列入计划，统
筹考虑，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同时，
开通监督热线，安排专人在每个小
区进行对接，认真抓好现场管理，坚
持文明施工，努力将施工给居民生
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杨文静 黄勇 冯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