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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标要求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出让年限
（年）

保证金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增价规则及幅度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土地
用途

JZX20140501 QL-030103-1地块地下空间 55659 商业 ≤1.0 -- -- 40 10100 50094 3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2 QL-030106-1地块地下空间 30064 商业 ≤1.0 -- -- 40 5500 27060 2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3 QQ-090609地块地下空间 35259 商业 ≤1.0 -- -- 40 6400 31734 2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4 QQ-090710地块地下空间 13112 商业 ≤1.0 -- -- 40 2400 11802 2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5 CX-061804-2地块地下空间 117198 商业 ≤1.0 -- -- 40 21100 105480 5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6 HX-040909地块地下空间 24388 商业 ≤1.0 -- -- 40 4400 21949 2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7 ZX-050309地块地下空间 18006 商业 ≤1.0 -- -- 40 4000 18907 200或其整数倍
JZX20140508 GX-080808地块地下空间 71521 商业 ≤1.0 -- -- 40 13000 64369 300或其整数倍

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经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常州市国土资源局对下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规划基本指标（以竞买资料为准）

二、经市政府同意本次出让地块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权由政府收回，由征收实施单位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安
置补偿，完成安置补偿后，依法办理注销登记。
三、竞买手续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
竞买。有意向者可于2014年7月29日至2014年8月1
日下午5点前到市土地交易中心购买地块挂牌资料，并于
2014年8月13日下午4点前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需提
供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正本复印件、法人代码证书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经资格审查，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须于2014年8月14日下午5点前缴纳地块竞买保证金

并进行一次有效报价后，方可参加本次出让活动。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五、挂牌时间及地点
本次公开交易将于 2014年 8月 4日至 2014年 8月

15日在常州市土地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公开进行。
联系地址：常州市土地交易中心（太湖东路103号1号

楼11楼）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519)88060878
网址：http://www.czlra.gov.cn

http://www.landjs.com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7月14日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六次会晤
对拉美四国进行访问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13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巴西联邦共
和国总统罗塞夫、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克里斯蒂
娜、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马杜罗、古巴
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邀
请，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
上述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访问巴西期间出
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

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栗战书，国务委员杨洁篪等。

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抵达希腊罗德岛，在
前往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并对
拉美四国进行国事访问途中进行技术经停，会
见希腊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发展交换意见。

领导月缴1.5万元公积金
———部分垄断行业违规超缴住房公积金现象调查

内蒙古贫困县电企职工月薪超4万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差距鸿沟有多
大？记者在内蒙古省级贫困县杭锦旗
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当地职工缴存
的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但当地供电
公司职工最高缴存达到15530多元。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和垄断行
业不顾国家明文规定，超比例超缴公积
金，涉嫌违规避税和变相发放福利。

贫困县垄断行业违
规超缴公积金
内蒙古杭锦旗2012年才从国家

级贫困县调整为省级贫困县，记者调
查检索到该县供电公司2014年3位领
导和2位职工的月工资，都超过40000
元。工资最高的一位领导月缴存公积
金达到15530.26元，一位非领导岗位
普通员工的工资42000元，每月缴存
公积金总数12000元以上。而杭锦旗
所在市2013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

资仅为5574元，公积金缴存的平均
水平不足1000元。

按照住建部公布的《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公积金月缴存额为本
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缴存比
例，不低于5%。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等部门2006年规定，单位和个人分
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12%的幅度内，实际缴存住
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
额中扣除；同时规定，作为缴存基数
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
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3倍。

据此计算，该供电公司个人和
单位最高缴存额度分别不能高于
2006元，即总数不能超过4012元。

此间专家表示，该单位违规为
职工超额缴纳公积金，相当于变相
发放了巨额福利；而该单位的天价

工资，涉嫌以多发公积金逃税少缴的
个人所得税金额也数额巨大。通过“多
交钱少缴税”，每月发放的福利总计超
过14000元。

实际上，当地出现类似问题的远
不止供电公司一家，记者粗略检索发
现，当地以超比例、超基数违规缴纳公
积金涉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以及
供电、矿业等垄断行业，缴存基数多在
20000元以上。

制度弹性拉大缴存差距
公积金制度出台20多年，发挥的

作用不容置疑，但由于制度弹性大，执
行过程中不断出现违法违规现象，“不
公正”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

———行业差距最悬殊。根据《住房
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所有单位及其
在职职工，均应依法足额、按时缴存住
房公积金，但现实中并没有做到。效益

好的、国有单位和机关愿意多缴、报高
基数，效益不好的单位或不愿意多缴
的单位报低基数，或按照下限缴。

与杭锦旗供电公司最高达15000
多元的公积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
地在不少人力资源公司挂靠的外来务
工人员，每月公积金缴存只有100多
元，最少的只有20元。

而缴存不公体现最突出的就是私
有企业，往往少缴甚至不缴。

———制度弹性造成差距。《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和财政部、税务总局的
有关规定，将公积金缴存额度限定在
5%—12%，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执
行，这也形成一个巨大的制度弹簧：有
钱的多缴，没钱的少缴或不缴。

专家表示，公众对公积金“不公平”
的最大感受就是缴存的鸿沟，尤其是公
积金在一些高收入的国企已变相成为
增加职工收入的渠道。尽管有关部门三

令五申，但对于是否采取“限高”政策，
业界和管理部门却看法不一。

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杨
学锋介绍，政策规定公积金“控高保
底”，一方面保证缴存底线，维护职工
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执行缴存比例
和额度的“双限”，也是防止有单位和
个人滥用国家对公积金免税的政策
优惠，以及用超额缴纳公积金变相发
放福利。

“公积金执行中所反映出来的缴
存不公，根子在收入制度。”内蒙古赤
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林蔚说，
公积金必须遵循“横向公平性”原则，
不能再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产生二
次放大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很难短期
内实现公平，亟待统一的就是公积金
缴存比例和基数范围，防止公积金异
化为过度福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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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癌细胞无休止生长
有一种蛋白———

新华社柏林7月12日电 癌症
是基因突变导致细胞恶性增殖所
致。但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研究人
员日前发表研究公报称，他们发现
部分癌细胞也会“自我减压”，并不
会无休止地增长，一个关键原因在
于它会产生一对起到相互抑制作
用的蛋白。

在大多数人体细胞中，Myc基
因一旦发生改变就会变得极度活
跃，由此细胞会产生过多的Myc蛋
白。此前实验已显示，Myc蛋白数
量增多，会改变细胞的新陈代谢，从
而导致癌症形成。

Myc蛋白会让自己附着在细
胞核的基因物质上，确保基因物质
处于活动状态。目前，科学家们知道
Myc蛋白能通过这种“附着”与细
胞内数以万计的基因结合，但对癌

细胞的分析显示，Myc蛋白只激活了
与其结合的数百个基因，这是基于什
么原因呢？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研究人
员现在发现，在癌细胞中，附着在
基因物质上的Myc蛋白并不是单
独存在的，与其相伴而生的还有一
种Miz1蛋白。当Myc蛋白激活某
个基因时，Miz1蛋白就会抑制其
激活过程。

这一发现已刊登在新一期《自然》
杂志上。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解释为
癌细胞的一种“防御机制”，癌细胞似
乎感知自己产生了过多的Myc蛋白，
因而试图消除这种过度增长的压力。
这种激活与抑制的平衡机制，使得癌
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基因激活模式截然
不同，这一发现将为癌症治疗研究带
来新方向。

朝鲜再发两枚发射物
韩国称：

新华社首尔7月13日电!记者张青"据韩联
社13日报道，朝鲜当天凌晨从开城北部地区向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为短程弹道导弹
的发射物。

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一位官员13日说，
当天凌晨1时20分和1时30分许，朝鲜从开城北
部地区先后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发射
物，其射程为500公里左右。

该官员还表示，为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追
加发射，韩国军方正强化对朝监视，维持万全的
应对态势。

据韩国军方推测，朝鲜当天发射的极可能
是“飞毛腿”系列弹道导弹。

报道说，值得关注的是朝鲜此次导弹发射
地点位于开城以北一带，距韩朝军事分界线仅
20多公里，较上次发射地点再次南移。朝鲜在
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非常罕见。

有媒体分析称，朝鲜此举是对美国航母驶
入韩国釜山港准备参加联合军演的抗议，同时
借此向韩国施压，以促使其改变对朝鲜此前提
出的“特别提案”的态度。

另据报道，日本防卫省当天确认，朝鲜从开
城附近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防卫省将召开紧
急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目前，朝鲜方面对当天的发射尚无相关报道。
这是朝鲜今年的第14次发射行为。从今年

2月21日至今，朝鲜已累计发射97枚短中程发
射物。

遇难幼儿
每人获赔56万元
据新华社长沙7月13日电 !记者

阳建 刘良恒"记者13日从湖南长沙和
湘潭多个部门证实，日前发生的湘潭幼
儿园校车事故的赔偿和救助方案初步确
定，每个遇难幼儿获赔56万元。目前，
长沙市岳麓区所负责的 5个遇难幼儿
的赔偿协议已签署，湘潭方面的赔偿协
议正在协商中。

7月10日，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金
桥村乐乐旺幼儿园一辆校车，在途经长
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干子村时翻入水库，
致车上11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幼儿。
据记者最新获悉，长沙方面已与所负责
的5个遇难幼儿家属签署赔偿协议，每
人获赔56万元。湘潭方面给所负责的3
个遇难幼儿提出的赔偿金额与长沙一
致，也为56万元。

另据了解，遇难的另外3个成人的
赔偿方案与幼儿不一样，相关细节尚不
清楚。

!

月
"$

日拍摄的新

疆哈密伊吾县盐池湖#

新疆哈密伊吾县的

盐池湖$ 维吾尔语叫吐

尔库勒!音"#面积
%$%&&

亩$平均水深
!&

厘米$盛

产芒硝#湖水半透明$因

蕴藏着
$!'

万吨的盐矿

和芒硝#

盐池湖又叫 %焕彩

湖&$它会随着天气的变

化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睛朗的日子$ 湖面像大

海一样碧蓝$日落时分$

晚霞映照$绿里透红'当

要起风时$ 湖面呈粉红

色$要下雨时$湖面呈紫

色# 当地牧民戏称它为

%天气预报湖&#

新华社发

“天气预报”湖
湖南湘潭校车交通

事故赔偿方案初定

!

月
($

日$ 在西班牙北部潘普洛

纳$狂欢者与公牛一起奔跑#

%圣费尔明& 奔牛节活动始于
)*+)

年$因美国作家海明威
)+,-

年发表的小

说(太阳照常升起)而闻名#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