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耀逝世”系假消息
仍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新加坡总理公署：

新华社新加坡3月19日
电（记者马玉洁 包雪琳）新加
坡总理公署19日中午发布公

告说，建国总理李光耀病情依
然危重，仍在重症监护病房接
受治疗。

18日晚间，互联网流传新
加坡总理公署网页截图称李光
耀逝世，后被证实为虚假消息。

新加坡总理公署已就此事向警方
报案。

今年2月5日，李光耀因感
染严重肺炎入院接受治疗。28
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消息
称李光耀病情稍有好转，但是
仍然使用镇静剂、呼吸机及抗
生素。

李光耀出生于 1923年 9
月，于1959年至1990年担任总
理，此后先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
阁资政至2011年5月。目前，李
光耀仍是国会议员。

泰最高法院
受理英拉案
最高10年徒刑

新华社曼谷3月19日电（记者李
颖 杨云燕）泰国最高法院 19日决定
受理针对前总理英拉的刑事诉讼案，第
一次听证会将于今年5月19日举行。

泰国最高法院当天召开记者会，宣
布了受理决定。按照法律程序，下一步最
高法院将从法庭小组的 9名法官中选
出1人担任案件主审法官。按照泰国法
律要求，英拉必须出席听证会接受聆讯。
如果罪名成立，英拉可能面临最高 10
年徒刑。

此外，泰国反贪污委员会今年2月
已要求财政部就大米收购项目对英拉提
起民事诉讼，索赔6000亿泰铢（约合
185亿美元）。泰国财政部表示，至去年
年底，大米收购项目造成的财政损失高
达5370亿泰铢（约合16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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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博鳌
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

新华社北京 3月 1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9日宣
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
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奥地利总统菲舍尔、印尼总统佐
科、尼泊尔总统亚达夫、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乌干达总统
穆塞韦尼、赞比亚总统伦古、澳大利亚总督科斯格罗夫、哈萨
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荷兰首相吕特、
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瑞典首相勒文、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
洛夫、泰国副总理兼外长他纳萨等外国领导人将应邀来华出
席年会。

不动产登记推动房租上涨
业内人士：如征收房产税，还将应声而涨

今年租房市场呈现新现象———

又是一年租房高峰季。
对于众多寻房者来说，他们

也许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一是
租房越来越贵；二是找到一个满
意的房源更为不易。多种因素的
叠加，正使当前租房市场的问题
变得突出。

自国家统计局发布住房租金
价格连续统计数据以来，全国房
租价格已连涨45个月。传统房
租上涨潮未见消退，多种新情况
又让租金“水涨船高”。房租，不如
房价引人注目，却更关及大量人
群福祉。租房市场“牛市”何时停
脚？租房困局该如何破解？

两到三成涨幅
随处可见
进入3月，也迎来租房高峰

期。记者近日调查部分城市发现，

今年房租的上涨幅度比往年更
大，两三成的上涨幅度随处可见，
个别房源甚至翻倍涨。

北京某证券公司的朱先生
在北二环附近租了一个两居室。
他刚过完年回来，房东便通知他
将房租从 3200元涨到了 3400
元，一年下来要多花 2400元。
朱先生不太愿意，准备换房。可
当他跑了北二环附近多家中介
后，打消了念头。“其他类似的房
子都到 4000元了，涨得更厉
害。”

上海等城市的房租涨势同样
明显。今年2月份，上海房屋租
赁指数为 1682点，环比上涨
0.51%，涨幅相比上月扩大0.23
个百分点，租赁指数涨幅翘头，走
势强劲。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今 年 2月 份 CPI同 比 上 涨

1.4%，其中房租同比上涨2%。记
者查看国家统计局历史数据发
现，住房租金价格自有连续统计
记录以来，已连续上涨45个月，
最高月涨幅达到6%左右。

租房观望人数增加

据了解，历年春节过后往往
会出现外来民工返城、已工作人
群变换工作、在校大学生求职等
几波高峰叠加，是租房需求最旺
盛的季节之一。

但雪上加霜的是，今年租房
市场又叠加了多种新情况。

从3月开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正式实施，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随着不动产登记的开始，许
多人对房价下降有了更高的期
望，于是暂缓买房甚至持币观望，
租房的人群也就增多，房租价格

随之上涨。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

施将会有更多人抛售二手房，市
场上房源将减少，于是出现单方
面提高房租的情况。”武汉某房
产中介经理王玮说，如果征收房
产税，持有房产的成本必然增
加，房东为保证其利润，便会将
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租户，房租也
就应声而涨。

房租过快上涨，除了上述客
观原因外，一些人为因素也不容
忽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中
介向买卖双方收取过高的佣金，
导致房东将此成本转嫁给租户，
从而抬高了租金。

部门监管“慢半拍”

“租房是一个相当繁复的过
程，几乎每一个交易都伴随着不

愉快。”搜房控股二手房集团总裁苏婕坦
陈，面对房屋租赁市场持续的租金上涨
和供不应求，应加强对房产中介市场的
规范整治监管，以稳定房租市场价格。但
现实是，相关部门的监管却明显“慢半
拍”。

专家分析，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加速，外来务工人员及新就业大学
生不断增加，而房价的居高不下，加上户
籍、社保等方面限制仍在北京等一线城
市存在，未来租房市场或仍将呈现“房租
上涨、一房难求”的局面。

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叶学建
议，完善保障房制度、加大公租房供应，
以此解决“夹心层”的房屋租赁需求，缓
解租赁房源紧张等问题，使房租回归理
性，同时，以公租房的“廉价”拉低房租市
场整体价格区位。此外，要加大公积金支
付房租等政策的落实，切实解决租房户
的现实困难。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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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革命席卷全行业
传统企业如不及时调整，迟早被淘汰

智能拖拉机开进汉诺威IT展———

走进德国汉诺威通信和信
息技术博览会（简称汉诺威IT
展）的展厅，如果眼前出现一台
大型拖拉机，你会不会认为自
己走错了地方？

不必担心，这里正是IT展
的现场。只不过，如今的信息和
通信技术早已渗透到制造、医
疗、汽车、农业等各个行业领
域。

本届汉诺威 IT展 16日
至20日举行，主题“数字经
济”很好地诠释了数字化与各
行各业的融合。比如在农业领

域，一台拖拉机可以在收割时
与其他拖拉机或收割机“聊
天”，比如聊聊天气。如果风雨
欲来，它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
收割庄稼，而不是用最节能的
方式。

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支
持下，机器有了自己的判断能
力，人类则从操劳中解脱出
来。

现如今，几乎每个行业都
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一场数字
变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多项技术相互

结合，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深远
影响。

在工业领域，随着生产设
备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人
们可以根据喜好订制个性化产
品。例如，德国阿迪达斯公司正
与多家企业和机构合作，研究
单件产品的自动化生产。人们
可按喜好选择鞋底、面料、颜色
等参数，灵活订制自己的专属
运动鞋。

数字化实实在在地改变了
生活，也给一些传统行业带来
挑战，迫使企业进行数字化改

造。数码相机出现后，知名胶卷生
产商因没能及时跟上时代而惨遭
淘汰；智能手机诞生后，没能及时
适应新游戏规则的老牌手机企业
也面临破产厄运。

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并
促使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在
谈及传统企业是否需要数字化改
造 时 ， 德 国 IT 行 业 协 会
BITKOM主席迪特尔·肯普夫认
为，如果数字化改变了商业模式，
企业就需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
否则迟早会退出市场。

据新华社电

检察机关对李春城
蒋洁敏案提起公诉
综合新华社消息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共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最高人
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湖北省咸宁市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3月19日，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已向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蒋
洁敏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
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湖北
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审查起诉。3月19日，湖北省人民检
察院汉江分院已向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火电热电高速公路等
环评审批下放至省级

环保部：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崔静 杨维汉）记者
19日从环保部获悉，继2013年11月下放25项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权限后，环保部再次做出调整，将火电站、热电站、国家
高速公路等项目环评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

按照要求，省级环保部门对目录以外的项目审批权限应
作出及时调整，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火电站、热电站、炼
铁炼钢、有色冶炼、国家高速公路、汽车、大型主题公园等项目
须由省级环保部门审批。

环保部环评司司长程立峰表示，放权不等于放任不管，更
不等于推卸责任。配合这次环评审批权限调整，环保部将采取
一系列配套措施，确保地方环保部门能够接得住、管得好。一方
面强化战略环评的指导性和权威性，提高规划环评的有效性和
执行力，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检查，对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等违
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加强各级环保
部门对建设项目的现场监督检查，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仅15.1%愿生育二孩
上海已婚育龄女性：

据新华社上海3月19日电 !记者仇逸" 上海市妇儿工
委、复旦大学相关课题组19日公布的“‘十三五’上海妇女发
展需求调查研究”显示，上海已婚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不
高，在45岁以下的已婚女性中，54.2%的人明确表示“一个就
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占15.1%。

在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女性中，“孩子有伴不孤单”是她们
想要两个孩子的首要原因。除此之外，不少来沪务工女性是出
于养儿防老的目的，希望“将来老了多一个孩子照顾”。

调查发现，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
第一位原因，中低收入女性首肯经济压力大的比重更高；排第
二位的原因是无人照看孩子，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
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重最高，达41.2%。

星巴克牵手康师傅
将生产即饮饮品
新华社上海3月19日专电（记者周琳）19日，星巴克咖

啡公司发布新闻称，星巴克18日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康
师傅）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将在中国大陆生产星巴克即饮饮
品，并拓展本地市场分销渠道。

根据这一协议，星巴克将充分发挥其在咖啡领域的专长
与领导力，负责产品研发和创新，以及品牌发展；而康师傅则
将负责在中国大陆生产、销售星巴克的即饮饮料产品。最终将
全部星巴克即饮饮料产品线带入中国市场，并强化本地化的
创新能力，以满足中国顾客的需要。

星巴克和康师傅计划于2016年在中国生产并上市现有
及新口味的星巴克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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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大举
撤出俄罗斯
仅在几年前，俄罗斯还是美国通用

汽车公司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市场。如今，
这一市场正在褪色。

通用汽车18日说，计划年底在俄
罗斯停售全部欧宝汽车，以及大部分雪
佛兰汽车。另外，通用汽车计划无限期关
闭位于圣彼得堡的工厂。这意味将裁员
1000多人。

受俄罗斯货币卢布贬值、利率大幅
上调和经济放缓影响，通用汽车去年在
俄销售下滑28%。

通用汽车说，将在俄罗斯继续销售
凯迪拉克，以及美国工厂生产的雪佛兰
系列车型科迈罗、科尔维特和塔荷。

通用汽车去年在俄罗斯卖出 12.3
万辆雪佛兰、1300辆凯迪拉克和6.5万
辆欧宝。

通用汽车的竞争对手美国福特汽车
公司暂无大举撤离俄罗斯市场计划。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