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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沪宁杭

日前，记者从南京存量房高峰论坛上获悉，南京一季度
共成交二手房 1.31 万套（统计口径中不含高淳和溧水，下
同），日均成交146套，虽高于同期一手住宅成交1.15万套、
日均 127套的水平，但纵向比较，这个成交量是近5年来的
最低值。从总体看，一季度南京房产市场的活跃度仍处于
较低水平，但从3个月的逐月数据看是先跌后涨，有回暖趋
势。

据 365 淘房网尚研究机构研究总监曹丽分析，虽然南
京一季度存量房成交总体偏冷，但挂牌价平均比上年有约
2000 元的涨幅，呈现出量缩价涨的特点。从南京各区看，
二手房成交套数最高的是鼓楼区，一季度为 2718 套，其次
是秦淮区和建邺区。与去年同期相比，浦口区、江宁区的交
易套数均大幅下降，其中浦口区降幅达 67%，主要是房源
量下降，说明业主惜售。从二手房成交面积来看，144平方
米以上的房屋不太好卖，而 70 至 80 平方米之间的房屋则
不太好买，小户型更抢手。

在南京二手房交易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中介企业是我爱
我家。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达畅介绍，从他们各门店
交易情况看，一季度的二手房市场比年前乐观许多，最近成
交量已连续增长 5 周，特别是 3 月以来，二手房成交量价齐
涨，房源挂牌量 3 月比 2 月翻了一倍，业主对二手房市场的
信心增强，买房人积极性也有所提高，二手房成交周期缩
短，正在稳步回升，桥北、龙江、麒麟等是热门区域，总价
100万至200万元的房子是成交主力。

学区房一直是存量房中最保值产品，每年 3 至 5 月是
学区房置业的旺季，如今的学区房概念不仅指小学，还包括
初中。从一季度数据看，南京目前已有 3 组学区房的单价
突破 8 万元，5 组突破 7 万元，其中最贵的是琅琊路小学学
区房，挂牌价达到每平方米95812元，而银城小学学区房单
价涨幅最高。

对二季度及此后一段时间的南京二手房市场，参与论
坛的王祥房产、仟佰间房产、亿丰房产等中介企业的代表都
比较看好。 来源：新华日报

学区房依然坚挺

南京——

二手房成交创5年新低

新华社杭州 4 月 2 日电（记者唐弢 俞菀） 临近清明，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径山树木青翠，郁郁葱葱，而隐匿于一
排排树木之中的，是一片节地生态安葬墓地。

近年来，浙江各地加大丧葬礼俗改革力度，倡导节地生
态、绿色环保的现代殡葬理念。作为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
点地区，浙江杭州也在积极探索新型的节地安葬方式，“树
葬”便是其中之一。

杭州如意陵园负责人表示，该葬式巧妙运用园区地形
和丰富的树木资源，因地制宜，将墓位隐匿于山间树木中，
达到“是墓却不见墓”的效果。

如今，节地生态安葬已经成为杭州市减轻群众负担、保
障基本安葬需求的重要途径。杭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生态公墓最大的特点是节约土地，而且和传统墓地相
比，绿化更好。据了解，未来生态墓园的建设，还将更多地
考量提升单位面积的绿色含量、记忆含量，不断促进大众对
节地生态葬的了解和接受。

据悉，目前杭州市已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按照“适度
控制发展传统葬式公墓，有山地区发展生态墓地，平原地区
发展骨灰存放设施”的原则，合理布局公墓设施，持续加大
现有墓地升级改造力度，不断提升公墓建设管理水平。

是墓却不见墓——

杭州大力推进“树葬”

按照全国开展 2019 年“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专项治理工作的统一部署，上海市医保局和长宁区政府 1
日联合举办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
启动活动，标志着上海市医保局、卫健委、公安局和药监局
将全面展开新一轮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同时，上
海市16个区联动，同步举行相关活动。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具有“专款专用”的性
质，将医保基金视作“唐僧肉”而发生的欺诈骗取行为，将损
害每一个参保人的切身利益。

3 月 29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通报的 8 起欺诈骗取医保
基金典型案例中，有 1 起涉及上海：上海市白茅岭医院于
2013 年至 2017 年，通过虚记检查化验、多收费等违规情
况，骗取医保基金 9.47 万元。根据规定，责令该院整改，追
回医保基金 9.47 万元，处行政罚款 10 万元，暂停 3 名责任
医师医保结算 6 个月，并将线索移送卫生部门作进一步调
查处理。

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在广泛
数据筛查的基础上，聚焦贩卖医保药品、虚构医药服务两类
危害较大的欺诈骗保行为。 来源：新华网

上海：

对医保基金欺诈
骗保进行专项整治

生源资质不如、教材难度不如、教师
收入不如、升学排行不如⋯⋯与一些新
近崛起的民办学校比起来，不少公立名
校的光环正日益暗淡。在一些教育资源
富集、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义务教育阶
段公立名校已不如民办名校，富娃牛娃
上民办的“新鄙视链”已经出现。

选择上公立，你被
鄙视了吗?

江苏南京市民李女士在孩子放寒假
时与大学好友举家出游，交流了一番子
女教育的心得。两个孩子都是二年级，
区别在于一个就读于公立小学，一个就
读于民办小学，两所学校全区排名来看
水准相差无几。

“不比较还不知道，一比较让我有点
焦虑了。”李女士告诉记者，上学期期末
考试，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女儿参加了全
区统考，全班第一的成绩让她颇有点沾
沾自喜。然而朋友的孩子期末考了两
次，一次校考一次统考，孩子说，“老师说
校考才是关键，因为区统考太简单了”。

另外，李女士的女儿报名参加了一
项名为希望之星的英语竞赛，按照每周
一次英语课的水平，初试就早早被淘汰
了;而朋友的孩子除了希望之星，还参加
了金书签语文阅读比赛、外研社杯英语
阅读大赛等三四项竞赛，并且都进入了
复试。同学的一句话更让她“受伤”：“公
立嘛，不就那样。”

在广州，幼升小、小升初也是一场争
取进入民办名校的大战。有的家长看中
民办学校自编教材难度碾压统编教材。
家长李先生说：“与其上公立还得另外花
钱学奥数，还不如努力上民办省心省
力。”

还有的家长看中的则是民办学校能
够不受“政策影响”。家长曹女士告诉记
者，在去年公立学校全面叫停中小学生
各种竞赛时，就读民办学校的女儿轻松
获得全国小学生英语竞赛的一等奖。“办
学更灵活，参赛机会更多，还可以按排名
分重点班，分层教育。公立都是各种水
平的孩子混班，而且还要参加各种上面
安排的、与学习无关的各种活动，太浪费
时间。”

在家长帮等网络论坛上，关于幼升

小、小升初究竟选公立还是民办
的帖子下面，观点也常常呈现一
边倒。在一个《公办还是没有竞
争力啊》的帖子下面，不少家长发
表观点：“民办学校一般都是提前
一年把新课学完，然后刷题。公
立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教学进度，
一模前才结束新课，基本没有刷
题机会。我们公立肯定竞争不过
私立”“小升初，非一流公立娃，即
使是班级第一，选择民办也很难
(民办看不上)”⋯⋯

公立名校的光环去哪儿了?
一位教育工作者说，一方面，为了
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近年来
大量公立名校通过办分校的方式
扩张，硬性推进教师流动，导致竞
争优势逐步被稀释;另一方面，源
于竞争不对等，尤其是与公立免
试就近入学不同，民办招生政策
灵活，生源更有保障。

“归根结底，成绩是硬道理，
为什么小学阶段公立还能跟民办
抗衡，到了初中就全面垮塌？因
为中考有考试啊，排名太难看
了。”一位家长说。据了解，南京
中考排行榜上，民办初中占绝对
优势;广州中考状元近年来也主
要来自民办初中，700 分以上的
高分段人数里，民办学校学生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

高收入群体逃离
公立学校？

近几年，一些教育专家纷纷
担忧地提出了基础教育阶段“公
退民进”的问题。今年初，北京大
学学者王蓉一篇题为《高收入群
体纷纷逃离公立学校，教育为什
么让我们如此焦虑和不满？》的文
章，呈现刷屏之势，引发舆论热
议。

记者查阅教育部官网公布的
历年教育统计数据发现，2017 年
全国小学招生 1766.55 万人，其
中 公 立 小 学 在 校 生 1628.86 万
人，占比 92.21%;全国初中招生
1547.22 万 人 ，其 中 公 立 初 中

1338.13万，占比86.49%。
从招生数量上看，公立仍然

占据绝对优势，但纵向比较，数据
明确地显示出一条增长线：从
2010 年到 2017 年，民办小学招
生占总招生人数的比例从 5.6%
增至 7.8%，增幅超过 39%;民办
初 中 招 生 占 比 从 8.9% 增 至
13.5%，增幅超过 51%。仅 2017
年，民办初中招生就增加了20.36
万人，增幅达10.79%。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就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
招生人数的变化做过调研分析。
他说，近年来民办中小学招生人
数占比快速上升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追求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将孩子送到
民办名校;二是部分外出务工人
员把孩子从农村薄弱公立学校转
到县城或打工地上民办学校。

相对于家长们死盯升学率、
教育专家偏重大局观，不少一线
教育工作者谈起公立、民办的竞
争，则显得委屈。

“公立学校师资好，民办学校
生源好，而师资好不如生源好。”
广州某公立学校一位教师认为，
好学生不须扬鞭自奋蹄，不费力
教就可以出成绩，而差学生老师
费了很大精力，经常还看不出显
著效果。

南京一位初中数学老师也有
类似抱怨，过去小升初考试能够
把不同孩子分层，到一所学校的
孩子资质大体相当，统一授课、步
调一致。随着免试就近政策推
行，为应付生源资质分化，公立初
中采取设立实验班、重点班、快慢
班的办法。再后来不让分班，统
统改成平行班或跑班。“你知道这
对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同一
个课堂，有的孩子吃不饱，有的孩
子吃不下。因材施教？没有可操
作性。”

民办学校招生政策优势也引
发广泛争议。公办学校执行义务
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政策越来
越严，而民办学校受到的约束相

对较少，这被视为不公平竞
争。当前，不少地方叫停了民
办学校提前招生考试，改为面
谈，并要求公、民同招。然而，
据各地披露的民办学校面谈内
容来看，面谈实际上是另一种
形式的考试，内容仍然离不开
以前笔试选拔的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高水平的
师资也在逃离公立学校。在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有公立学校
名师辞职自己办校外培训班，
收入甚至是公立在职时的数十
倍;还有的公立教师辞职去校
外培训机构或民办学校任职，
收入也是大幅增加。

办好公立学校
是责任底线

生源资质不如、教材难度
不如、教师收入不如、升学排行
不如⋯⋯当优质资源日益倾
斜，有何隐忧？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某
种“不公平”，但仔细分析，每个
人口中的“不公平”又角度不
同，这也凸显了维护教育公平
的不易。

从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
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校际差
距大的现状未能彻底改变的前
提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
谈论教育公平时的侧重点完全
不一样。

对于一些中低收入群体而
言，公退民进意味着教育贵族
化，民办学校的高收费把家庭
经济条件差的孩子拒之门外，
是不良信号。

如果采取随机分配，例如
越来越常见的“摇号”方式，优
秀孩子的家长又认为不公平：

“孩子这么努力这么优秀，为何
不能选择读一个好的学校？因
为学校的差异毁了孩子的前
途，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即便是那些有钱有能力进
入了高端民办学校的家庭，也

有人认为公立教育不能提供应有的
优质服务，导致孩子未能享受免费
义务教育，是另一种不公平。

而从公立与民办的竞争角度来
看，公立学校认为，不能跟民办学校
一样挑选生源，不能和民办学校一
样自主办学，是不公平;对于民办学
校而言，承担了义务教育的社会责
任并选择非营利，政府却没有给予
与公立学校同等的生均拨款，已经
不公平。如果民办教育促进法中，
民办学校享有的自主招生权利得不
到保障，将是雪上加霜，会大大打击
民间资本进入教育的热情。

一般来讲，教育公平是指民众
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但是，公平
不是绝对的，什么样的格局有助于
维护最大程度上的公平，值得深思。

多位教育界人士认为，办好公
立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底线。义务教
育阶段如果持续地公退民进，可能
影响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危害深
远。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助理杨海燕最近发表的一篇

《公办学校可以兜底但绝不能垫底》
的文章指出，在江苏、广东等地调研
发现，公立学校办学质量受质疑，优
秀生源纷纷流向民办学校，这样的
趋势如不加以制止，将会丧失一块
维护教育公平的重要领域。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
心特聘副研究员王捷认为，基础教
育很大程度决定未来的成功，公退
民进往往意味着高收费，意味着教
育排斥、区隔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造
成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高学费实际上已经对学生进
行了筛选。从统计上看，经济条件
好的家庭，家庭文化资本较多，学
生早期发展较好，基础较好，自然
学习成绩好。”王捷说，这样就会形
成学校的马太效应，好家庭、好学
生、高收费、高社会声望，自然就能
吸引到好老师，甚至把公立名校的
老师都吸引过来，好老师再吸引来
好家庭，如此循环，容易造成赢者
通吃。

来源：半月谈

不少公立名校的光环正日益暗淡！

民办名校为何更有竞争力？

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2 日电（记者强
勇）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
解到，今年公积金中心以“改善职工居住条
件”为目标，将持续办好十件惠民实事，其
中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提取公积金。

据了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公
积金将以分摊费用作为提取的标准，职
工可在加装电梯后，申请提取符合额度
标准的公积金，以缓解加装电梯出资业
主的筹资难题。

为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
龄化需求，2018 年 8 月黑龙江省住建
厅、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
了《关于开展既有住宅楼加装电梯工作
的指导意见》，目前省内多地已启动既有
住宅楼加装电梯的相关工作。

哈尔滨：

住宅加装电梯
可提取公积金

2016 年春季，上海老字号杏花楼的咸蛋黄肉松青团
变身“网红青团”，这款青团至今依然紧俏“限购”。今年
春季，杏花楼还推出了新品“鸡丝培根青团”，市场欢迎度
直追“咸蛋黄肉松”。除此之外，杏花楼打破青团必“青”
的传统，结合樱花季推出了粉红色面皮的“奇异粉团”，配
合乳酪椰果馅，营造出春天的清新感觉。图为杏花楼制
作的各式青团。 新华社发

青团为什么这么“红”？

新华社广州 4 月 3 日电
（记者胡林果 肖思思） 3 日上
午，广东省人民医院应用移动
5G 网络，远程实时指导 400公
里外的高州市人民医院完成了
微创心脏手术。

借助移动 5G 网络大带宽
低时延的技术优势，广东省人
民医院与高州市人民医院实现
了两地 4K 高清手术影像的实

时传输。本次手术实现了大带
宽、低时延的 5G 高速网络环
境下，包含人工智能和医疗数
字化的远程手术指导医疗服
务。

手术进行前，广东省人民
医院 AI 辅助诊疗系统，生成
VR 心脏及胸腔模型，由省人
民医院专家预先通过 VR 技术
制作直观的手术规划，提前告

知本次手术的操作步骤及要
点。手术过程中，通过 5G 网
络远程传输，广东省人民医院
的专家实时掌握检查情况，并
及时进行检查指导。

广东移动相关负责人表
示，远程医疗场景对于带宽、时
延、可靠性都提出了严格的要
求，而 5G 超大带宽、超低时
延、安全可靠的特性为本次手

术保驾护航。
广东省人民医院余学清院长

说，随着 5G 应用示范医院的各
项应用落地，通过 5G 超高速网
络实现高清图像、高质量语音通
话及海量数据实时低延迟远距离
传输，让三甲大医院的专家在本
地就能通过 5G 高速网络和基层
医院进行高质量的音视频连接，
进行实时手术指导。

广东省人民医院——

用5G远程指导心脏微创手术

据新华社武汉 4 月 3 日电 武汉一
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组建“地下执法队”，
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这个团
伙近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法院一审宣
判，11名组织成员被判刑。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个组织
内部分工明确，黄某等骨干成员负责管
理和发号施令，其余成员为组织充当打
手，形成了“服从指挥、随叫随到”“不准
吸毒、不准赌博、不准私自扯皮”等组织
纪律和管理模式。

据侦办民警介绍，这个组织还充当
“地下执法队”，放贷、讨债、报仇、打架，
只要给得起钱，什么都愿意做。组织通
过“进入组织需要面试、每月固定开例
会、集中住宿、免费用餐、作案后慰劳奖
励”等手段对成员进行管理。

法院审理查明，这个黑社会性质组
织自 2012 年以来，采取暴力、威胁等手
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
中寻衅滋事 4 起、故意伤害 2 起、聚众斗
殴 1 起、非法拘禁 2 起，致 2 人轻伤、3 人
轻微伤，财产损失严重。

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黄某等11名被
告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
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多项罪
名，分别被判处 11 年 6 个月至 2 年 9 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武汉打掉一
“地下执法队”

近日，江苏溧阳白茶迎来全面开采期。图为在江苏溧
阳天目湖边的一处茶园，当地一家茶企负责人王建钧（左）
和采茶工查看鲜叶的质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