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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临沂市调研座谈会议纪要
为加强价格评估鉴证行业工作，更

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维护市场秩序是协

好的为会员服务，根据协会２０１９年工作

会的责任和义务，省价协推行按规矩做

安排，省价协一行六人于１０月３１日至１１

事和信誉至上的原则，对各评估机构有

月１日赴临沂市开展工作调研及政治教

引导责任，也有服务义务，会接受各方

育活动，走访了临沂市恒泰森林资源价

监督，规范自身行为，以身作则，提升业

格评估公司和山东瑞鼎价格评估有限公

务能力和水平。他表示，为提升评估行

司，参观了临沂市博物馆和沂蒙六姐妹

业执业能力和素质，协会正筹备举办法

基地。现将座谈会议情况纪要如下。

人代表培训班，规范行业行为，加强诚

一、交流情况。

信建设。同时把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１０月３１日与临沂市恒泰森林资源价

提上日程，进行专业分类，实现人才资源

格评估公司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杨经
理介绍了公司规模、管理制度、人员结
构、公司运营等情况，表示在价格评估
执业中会严格遵守行业规则，高度自律，
有序地开展公司业务，拓展公司业务范
围；努力把公司做成品牌，做成标杆，加
强管理，树立公司文化，增强竞争力；加
强与省价协的联系，支持配合省价协开
展各项活动和工作，严格履行省价协制
定的有关规定，切实将省价协工作思路
与公司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努力把公司
发展成新时代价格评估行业新星。
会上，秘书长王鲁岳指出，协会
与企业是一家人，协会是企业利益的代
表，是以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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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
二、座谈中两个公司反映的问题和
诉求。
（一）临沂市恒泰森林资源价格评
估公司提出以下问题：
１、工作缺少规范性文件指导，无法
统一价格标准；
２、涉及业务范围广工作量大，数据
繁多杂乱；
３、专业人员素质不够，掌握专业性
知识薄弱；
４、若聘请专家，工作成本增加，因
无资质怕涉及涉案业务；
５、无诚信建设方面统一的规范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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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于公司刚成立不久，尚未在法
院及司法鉴定相关部门入册，司法委托

（二）山东瑞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的业务尚未开展，工作板块相对缺失；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１、在价格鉴证工作中深感专业人
才的缺乏，从业人员严重短缺；

４、对于价格评估未来发展方向尚
未清晰明了，价格鉴证工作的开展与范
围是否会更进一步的细化分存在疑问。
（来源：山东省价格协会）

２、公司所具有的人员配置稍有些单
薄；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价格鉴证师
执业能力水平评价考试山东考生成绩突出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价格鉴证师执业能

要，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为社会、

力水平评价考试成绩于１１月９日在中

为企业培养注入价格评估鉴证人才的

国价格协会官网公布，共有４５６人考取

重要举措。

了“价格鉴证师”证书，４３６人考取了

省价格协会接到山东考点的考务

“价格鉴证员”资格。其中山东省内共

委托工作后，领导高度重视，制定工作

有２６６人报名参加了考试，有８７人考取

计划，按照中国价格协会相关工作的指

了“价格鉴证师”资格，６５人考取了

导意见，８月中旬在济南举办了为期六

“价格鉴证员”资格，山东参考人员成

天的价格鉴证师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考

绩突出。

前培训班，聘请国家有关专家教授对

中国价格协会组织的价格鉴证师

考生进行考前辅导，来自山东省、湖南

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考试，是在国家人

省、山西省的７９名考生参加了培训。此

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取消价格评估

次考试成绩公布后，参加培训的考生

机构和价格鉴证师行政审批，价格鉴

中，有３７人考取了“价格鉴证师”，２１

证师资格考试三年后，为加强价格评

人考取了“价格鉴证员”，培训达到了

估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价格评估行业

预期效果。

健康发展，根据价格评估鉴证市场需

这次山东考生取得好的成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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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决于考生的重视和努力，二是取

价格鉴证师职业能力水平评价考

决于省价 格协会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试考务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价格协

度。省价格协会承接考务工作中，以高

会将一如既往做好这项工作，为会员服

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宣传、培训、 务，为社会服务。
咨询、协调等服务工作中都做出了不懈

（来源：山东省价格协会）

的努力。

【政策法规】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
关于完善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
一、电价政策

过加强管理、改造供用电设施设备等方

转供电单位应按非直抄用户电表类

式予以降低。

型选择电费收取方式：

采用“先购电、后用电”电费收取

（一）峰谷分时电表用户。转供电

方式的，“预购电价”标准不得高于我省

单位总表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且非

工商及其他用电类别单一制电价不满１千

直抄用户安装峰谷分时电表的，转供电

伏电压等级高峰时段电度电价；“预购电

单位要按照我省规定的相应电压等级峰

价”与“非直抄用户当月到户电价”电费

谷分时销售电价标准，向非直抄用户收

差额部分应定期多退少补，退补周期最

取电费。

长不得超过１２个月。

（二）其它用户。转供电单位对上

二、其他事项

述峰谷分时电表以外的其他非直抄用

（一）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户，除损耗费用外，不得随电费加收其他

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应通过物业费

任何费用，非直抄用户当月到户电价＝转

收取，转供电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随电

供电单位与电网企业当月结算平均电价／

费向非直抄用户收取。

（１－损耗率）。损耗率最高不得超过１２％。

（二）鼓励转供电单位建设蓄能设

转供电单位实际损耗率高于１２％的，应通

施降低用电成本，其低谷电量电费，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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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非直抄用户当月到户电价”计算。转

单价（含税单价＝税价合计金额÷用电数

供电单位应如实记录相关时段电量、电

量）。

价、电费等信息，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

三、有关要求

查。

（一）请各市清理规范转供电环
（三）本通知“非直抄用户”是指： 节加价工作专班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安

相关电力设备由物业公司或产权单位

排，广泛宣传解读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

（非电网企业，下同）管理，并代收电费缴

继续部署推进清理规范工作，确保电价

至电网企业，电网企业无法做到销售到

政策执行到位。

户、抄表到户、服务到户、收费到户的终

（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

端工商业用户。“转供电单位”是指：物

议，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管

业公司或产权单位。“转供电单位与电

理处）。

网企业当月结算平均电价”是指：转供电

（来源：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单位与电网企业电费结算发票中的含税

山东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
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
近日，山东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王海

委联合印发了《山东省落实国家节水

明介绍，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是促进节

行动实施方案》，其中对提高水资源使

约用水和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

用效率和效益的水价形成机建全和完

发挥好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制约随意

善提出了明确要求。山东将进一步探索

取水及浪费水资源行为，是情理之中的

推进水价改革，建立健全反映市场供

事情，很现实且很必要。下一步，山东省

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

发改部门将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做好以下

和修复效益的水价形成机制，倒逼节

几方面工作。

约用水和水生态保护，促进水资源优
化配置。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落实
《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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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权确认、节奖超罚、财政补贴等

革目前城乡供水水费财政补贴制度，按

措施，促进农业节水、减排、增产、增

核定供水水价计征水费，逐步消除交叉

效。力争到２０２５年建立起合理反映农业

补贴，将公共财政对用水户由“暗补”

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工程

变“明补”；其次是建立充分反映供水

良性运行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成本、激励提升供水质量的城镇供水价

加快区域综合水价改革。建立统一

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将居民用

水价制度，在科学分析供用水量的基础

水价格调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非居民

上，分地区、分行业制定统一水价。据

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

悉，近期，省发改委将会同省水利厅、财

水平；第三是全面实行城镇居民用水阶

政厅等有关部门加强区域综合水价政策

梯价格制度、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

研究，探索推进区域综合水价改革。省

累进加价制度，并适时提高水价阶梯标

级层面重点实施省级跨流域调水工程区

准。

域综合水价改革，对长江水、黄河水等

同时还要改革完善城镇污水处理费

外调水科学确定供水价格；各地可结合

收费政策，对污水处理费标准实行动态

本区域实际，在条件成熟地方分区域、 调整；理顺再生水价格体系，促进工业
分行业先行，也可在一个区县先行试

企业再生水循环利用。通过科学合理价

点，积累经验，逐步向所有多水源供水区

格形成机制的建立，促进水资源节约利

覆盖，到２０２５年基本完成市县两级区域

用取得好的效果。

综合水价改革。

（来源：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加快城镇供水价格改革。首先要改

【价格信息】

我省成品油价格调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

高１０５元。调整后我省各标号汽柴油最

信息，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２４时起，我省汽

高批发和最高零售价格及有关事项见附

油、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每吨均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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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成品油最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表
品   种
国ＶＩ（Ａ）
汽油

国ＶＩ车用
柴油

８９号
９２号
９５号
０号
＋５号
＋１０号
－１０号
－２０号
－３５号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升
８３２０
６．２１
８８１９
６．６８
９３１８
７．１７
７３４０
６．３３
７１９３
６．２０
７０４６
６．０７
７７８０
６．８２
８１４７
７．１５
８４４１
７．４０

１．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国家储备
用汽、柴油（国标ＶＩ准品）价格分别为每
吨７５８０元和６６００元。供渔业、林业、农垦

最高批发价格
合同约定配送的 合同未约定配送的
８０２０
７９７８
８５１９．２
８４７５
９０１８
８９７２
７０４０
７００３
６８９３
６８５７
６７４６
６７１１
７４８０
７４４１
７８４７
７８０７
８１４１
８０９９

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国家储备用
油价格执行。
（来源：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经济观察】

１４１亿元！天猫“双１１”
山东人购买力全国第五
２６８４亿，这是２０１９年天猫“双１１” （１０．８亿元），排名与去年一致。青岛、
总共５亿辆“购物车”一起推出来的“消

济南“双核”驱动明显，两市消费额占全

费账单”。山东作为经济大省再次展现

省总额近４成。

强劲消费力，以１４１亿元的全天购买额位

在县区消费排行榜上，前五位中济

居全国第五，较去年的１０８．７９亿元增长

南、青岛各占两席，济南历下区消费力

３０％，排名上升一位。在对外销售方面， 最强位居头名，紧随其后的是青岛市北
山东交易额达到７８亿元，相较去年增长

区、临沂兰山区、济南历城区以及青岛黄

２５％。

岛区，完全取代了去年的即墨、滕州、胶

在省内热买城市排行榜上，青岛以

州、寿光和龙口。

２８．８亿元的交易额连续５年领跑，济南以

山东“９０后”网购人群最多，占比达

２３亿元紧随其后，三至五位分别是烟台

到３５．９％，“９０后”和“８０后”占比总和达

（１２．７亿元）、潍坊（１１．８亿元）和临沂

到７０％，构成山东“剁手族”主力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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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商品中，“９０后”钟爱手机、羽

记者了解到，所有实现爆发的品牌

绒服、面部护理套装；“８０后”最喜欢买

几乎都有一个共性：都在天猫“双１１”

裤子、手机和羽绒服。

期间推出了新品。实际上，天猫“双１１”

１１日全天，有２９９个品牌成交额

已成为一年中最大的新品首发节点。品牌

突破１亿元，迈入天猫“双１１亿元俱乐

商家带来１００万款首发新品，创新、有趣

部”，比去年增加了６２个品牌。其中，海

的产品切中“追新族”的需求。

尔、海信、九阳、韩都衣舍等鲁企品牌

进入第１１年的天猫“双１１”，早已

榜上有名。还有１５个品牌单日成交突破

不是一场数字的盛会，而是创新力量的

１０亿元，同比去年翻了一倍，其中包括

盛会。这背后的实质，是品牌创新的力

苹果、华为、美的、海尔等国内外知名品

量，是商家求变的力量。
（来源：新华网）

牌。而在最受欢迎的出口品牌排行榜上，
海尔位居第三。

【专家观点】

粮食增产在望 养猪信心恢复
前三季度，农业农村部门着力稳定

当前，主要农产品供给情况如何？

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农村居

农民增收势头怎样？又有哪些新动向？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１１６２２元，实际增长

对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业内人士和市场

６．４％；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态

主体。

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压

粮食生产：

舱石”作用进一步显现——

不仅产量高 而且品质好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前三季

“霜降见霜，谷米满仓”。目前正

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数据显

值“三秋”大忙时节，秋粮收获超过八

示，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４．３万亿

成半，北方收获基本扫尾，南方双季晚

元，同比增长２．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稻收获过了两成半。秋冬种生产进入高

收入１１６２２元，实际增长６．４％。

峰，冬小麦播种过七成，冬油菜播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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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加。

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说，预计全年粮

伴随农业结构调整，质量兴农、绿

食实现增产，总产量继续保持在１．３万亿

色兴农成为发展主旋律。在质量兴农方

斤以上。

面，国家、省、地、县４级农产品质量安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

全追溯体系全面建立，已有３．７万家企业

莉华认为，今年粮食除了增产之外，还

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注册，

有３个鲜明特点。一是种植结构持续调

纳入管理的农产品都有了“身份证”。在

优。非优势区水稻、玉米面积继续调减， 绿色兴农方面，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
大豆面积比去年增加１０００万亩。二是生

继续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增加

产方式持续调绿。实施耕地轮作休耕

到１７５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

试点３０００万亩，继续调优农业投入品结

项目实现５８５个畜牧大县全覆盖，利用率

构，有机肥施用量增加，化肥、农药使用

超过７０％。今年前９个月，新认证绿色食

量有望继续减少。三是发展质量持续提

品产品１１９９８个、有机产品３１９７个、农产

高。全国优质专用小麦的比例达到３３％， 品地理标志产品２５５个。
比去年提高３个百分点，优质稻谷和大豆

生猪生产：

面积增加。

措施真给力 保供信心足

“大豆很受社会关注。随着居民

“近段时间，国家出台１７条含金量

消费结构升级，大豆需求量越来越大。 高的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我们养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实施大豆振兴计

户信心更足了。”江西省崇义县长龙镇新

划。”刘莉华说，为了推动计划实施，中

溪村鑫鑫牧业种猪场负责人董世晴说。

央财政安排东北地区大豆生产者补贴资

该种猪场现存栏生猪近１０００头，县畜牧

金１７０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４０亿元，调

站技术人员不定期前来检测疫情、指导

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展耕地轮作试点， 防疫，目前生长状况基本稳定。“眼下，
支持主产区玉米和大豆等作物合理轮

生猪价格比较高，如果做好疫病防护，

作。加大大豆制种大县奖励力度，资金

养殖利润将很可观，我下一步准备择机

规模达８０００万元。从农情调度看，大豆

扩大养殖规模。”董世晴说。

面积有望超过１．３亿亩，连续第４年恢复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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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已经有２４个省份相继发布了促进生

猪产能有望探底回升，明年有望基本恢

猪生产的措施。广东、江苏明确各地市生

复到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禽肉、牛肉、

猪最低出栏量，安徽、福建对国家核心

羊肉等替代肉类产量增加较快，前三季

种猪场和规模养殖场实施临时性救助补

度分别达到１５３９万吨、４５８万吨和３３０万

助。浙江对新建（扩建）的万头以上规模

吨，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０．２％、３．２％和

养猪场，每出栏１万头给予１００万元补助

２．３％。

奖励，并安排９亿元统筹用于生猪生产和

农民收入：

防疫。四川、云南、湖南等鼓励利用四荒

资本下了乡 增收有保障

地以及未利用地、低效闲置土地开展生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前

猪生产。甘肃今年由生猪净调入省变为

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净调出省，目前引进了６家大型现代养猪

１１６２２元，实际增长６．４％，高于ＧＤＰ增速

企业。河南省对每个防控非洲猪瘟洗消

０．２个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１

中心建设给予３０万元补贴。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为２．７５，较上年同

随着扶持生猪生产各项利好政策

期缩小０．０３。产业扶贫成效明显，累计建

落实，加上市场行情看好，养殖户补栏

成各类扶贫产业基地１０万个以上，９２％的

增养的积极性明显提升。９月份，全国年

贫困户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贫困农户

出栏５０００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生猪存栏

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

环比增长０．６％、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长

平。乡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

３．７％，后备母猪销量继续大幅增长，猪饲

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到４３１５０亿元，

料产量和销量都出现了回升。截至１０月 同比增长９％，高于城镇１个百分点。
１６日，全国已有２８个省份的非洲猪瘟疫

“这两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

区解除了封锁。从总体看，疫情发生的势

体稳定增长，但持续增收难度也越来越

头明显减缓，生猪生产和运销秩序基本

大。当前正值秋粮收获季节，为了稳住农

恢复正常。

民增收势头，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稻谷最

魏百刚表示，当前生猪生产恢复向

低收购价政策。近期，国家公布２０２０年

好因素明显增多，整体上进入了止降回

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斤１．１２元，释放了

升的转折期。按照这一趋势，年底前生

稳粮价的积极信号。”魏百刚说，丰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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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是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的关键。农业

作社产业涵盖粮棉油、肉蛋奶、果蔬茶

农村部将指导各地做好秋冬种工作，稳

等主要产品生产，并由种养业向农产品

定小麦种植面积，调优品种结构。同时， 加工业、观光旅游业和服务业延伸。
着力抓好农产品产销衔接，实施“互联

如何拓展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空间？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让更多优质

专家表示，要切实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

农产品产得好、卖得好。

保障工作，确保农民工年底前及时足

今年９月份，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额领到工资。同时，要增加农民就近就

部等１１个部门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民合

业机会。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对带

力度，加快各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

动小农户增收将发挥很大作用。“截至

产业强镇等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目前，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２２０．７万

业。通过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家，合作社联合社１万多家，辐射带动了

等新产业新业态，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加

全国近一半农户。通过示范社四级联创， 大对农业农村投入，让农民在家门口也
县级以上示范社达１８万家，国家示范社

能找到就业机会。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达近８５００家。”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司一级巡视员赵铁桥说，农民合

【社会关注】

中医药来到“家门口”
我国明确到２０２２年基本实现
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 师。
到２０２２年，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

中医药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养生保健

全覆盖，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

和疾病治疗方式。近年来，我国出台基层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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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等举措，为中

统，推动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

医药服务“固本培元、壮筋续骨”。记者

程医疗服务。

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截至２０１８

此外，为了让基层群众也能享受到

年底，全国已有９８．５％的社区卫生服务

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意见还提出，鼓励

中心、９７．０％的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中医

退休中医医师到基层提供服务，放宽长

药服务；中医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建立健

期服务基层的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条件；

全，全国中医医疗机构增至６万多个，中

健全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

医医疗机构床位超过１２０万张。

技能培训机制。

为了进一步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

“意见突出强调提供覆盖全民、全

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中医诊所、门诊部

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符合临床实际

和特色专科医院，鼓励连锁经营。同时， 需求，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具有可操作性
为了更方便百姓看中医，意见提出，实施

的举措。”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行动，建立

大学校长张伯礼认为，随着我国中医药

以中医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为重点的

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广大群众来自中医药

基础数据库，鼓励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

服务的获得感将不断增强。
（来源：新华网）

联网中医医院，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

【市场动态】

银行屡因违规房贷被罚
贷款“炒房”再降温
监管部门抽紧银行房贷已是不争的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自２０１９年年

事实，不管是对房企来讲，还是对贷款

初至７月，全国范围内至少２７９家房地产企

“炒房者”而言，都是一种“釜底抽薪” 业在人民法院等处公告破产文书，然而
之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贯彻“房

据人民网最新消息，截至１０月２７日，宣告

住不炒”的方针，达到“稳定房价”的目

破产的房企已经增加到４０８家，房地产企

的。

业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显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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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难免会在退潮后尽显原形。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２１世纪经济

根 据克尔瑞 地产研究发布的报

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自２０１８以来，银保

告，２０１９年９月，有９５家房企融资总额为

监系统已经因“违规涉房”对银行开出

１１２４．４８亿元，环比上升４５．３％，同比上升

过亿金额的罚单。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中信银

１７．２％。由此可见，即使国家三令五申地

行因违规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１３项违

严格压缩银行房贷空间，但部分银行仍

法违规行为，被合计罚没２２２３．７万元。

在以身犯险。自２０１８年以来，银保监系统

这两条消息表明，在坚持“房住不 已经因“违规涉房”对银行开出过亿金
炒”的调控原则下，房地产市场正在发

额的罚单。这些罚款或许会超过部分银

生根本性变化，随着银保监系统对违规

行违规发放贷款可获得的收益，影响到

发放房贷的金融机构处罚力度的不断加

监管部门对相关银行的合规性考核，甚

码，贷款“炒房”很有可能成为“无薪之

至引来监管部门更严厉的窗口指导。一旦

火”。

在涉房贷款中留下“污点”，相关银行受

炒房，主要指买房目的不是为了
“住”（包括自住和租给他人住），而是

到的损失将不仅仅局限在被罚的金额范
围内。

利用买进卖出从中获利，人为地将房子

通过一系列监管，银保监部门已向

最基本的“住”的功能剥离，使房子成为

银行传递一个明确信号：“房住不炒”，

一个单纯的投资品种。

涉房违规贷款这条红线银行绝不能轻易

追根溯源，三四线城市的中小规模

触碰。受此影响，不仅很多房企要做好

房企破产，根本原因在于经营模式过于

提前“过冬”的准备，就连那些专门依靠

依赖政策环境，尤其是在棚改货币化政

违规贷款参与投机的“炒房者”也将面

策下的粗放式开发模式。借着棚改货币

临“釜底抽薪”的命运，很难再从银行

化大潮，房企从银行贷出源源不断的资

获取违规的“炒房”资金。

金，却将“作保人”推给了国家。但随着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从房

国家阶段性战略的改变，很多房企只是

企资金来源看，房企的美元融资仍在不

在大潮中学会了“浑水摸鱼”，却没有在

断刷新纪录，天花板不断被破顶。据中

大潮退去前学会游泳，学得“守江山”的

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截至１０月８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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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房企美元融资５３３．６亿美元，同比上涨

些年国内房价的非理性上升，一个很重

５０％。９月份房企实现海外美元融资３７．９７

要原因就是银行资金借助金融杠杆违规

亿美元，比８月份的１５．８亿美元多了一倍

涌入房市所致。一旦“炒房者”失去资金

不止，个别债券的发债利率超过１５％。这

后援，就无法再参与房市炒作，房地产

说明，国内部分房企资金链已经绷得非

价格才能逐步企稳并回归理性。种种迹

常紧。作为资金密集型企业，房地产行

象表明，监管部门抽紧银行违规房贷已

业被掐住了资金链，相当于被掐住了喉

是不争的事实，不管是对房企来讲，还

咙，就算美元债融资成本比国内融资要

是对贷款“炒房者”而言，都是一种“釜

高很多，国内缺钱的房企还是会“病急乱

底抽薪”之举，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投医”，急于改变国内涉房融资环境收紧

贯彻“房住不炒”的方针，达到“稳定房

带来的“断炊”局面。

价”的目的。

众所周知，房地产的功能不仅具有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住宅属性，还具有较强的金融属性。前

【健康知识】

入冬前先给脏器洗个澡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清肺。进入深秋，雾霾天气“重装

霜”。深秋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迎来

上阵”，肺脏首当其冲面临考验。在秋高

了明显的降温过程。经历了夏天和夏秋

气爽的季节里多做深呼吸，不仅能增加

之交的闷热天气，我们的身体通常会聚

肺活量，增强肺功能，还可将肺部污浊

积不少湿热之邪，这些“毒素”潜藏于

之气排出。人在每次呼吸时，肺内都会有

体内便会埋下祸根，使冬季变得容易生

残余的废气无法排出，而这些废气“毒

病。因此，趁着还未入冬，给身体来一次

素”只需几个深呼吸，便能排出体外。每

大清洗，驱除体内毒素，守住正气，为冬 日凌晨３￣５点是肺脏的排毒时间，哮喘咳
季储备能量。
入冬前先给脏器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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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就服用止咳药，以免抑制肺部浊气的

清肝。秋季燥邪偏盛，人们常常会

迅速排出。正确的做法是，通过主动咳

表现出心情烦躁易怒、口腔溃疡、口干、

嗽、咳痰来将“毒素”排出，但患有高血

尿黄等症状，这是肝火旺的表现。秋季

压病、肺大泡、严重心脏疾病的病人不

清肝火，建议服用代茶饮，平日可用金

要主动咳嗽，以免出现意外。同时，为了

银花、合欢花、菊花、玫瑰花泡水喝。同

让我们的肺更加清爽，平时大家应适量

时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通过自我调节

运动，让汗液带走肺内的毒素。洗热水

清肝火：遇事要保持平和的心态，用宽

浴、泡温泉也可起到出汗的效果，沐浴前

容之心待人接物；形成良好的生活起居

可在水中加一些生姜和薄荷精油，这样

习惯，晚上１１点到凌晨１点是肝脏的工作

能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不宜进行上述

时间，１１点前最好上床睡觉，不要熬夜；

活动的老年人，可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按

饮食均衡，多吃新鲜蔬果，少吃辛辣等容

压合谷穴，来帮助肺脏排毒。

易上火的食物；进行户外运动，太极、八

清肠胃。秋季天气干燥，加之现代

段锦等传统运动对于舒缓心情、清肝火

人嗜酒、嗜食辛辣食物，极易形成胃火， 具有很好的作用。此外，也可以通过“刮
表现为口干口臭、牙龈肿痛、便秘等。清

肝经”的方法来排肝毒。具体方法是：用

胃火，给大家提供一个日常简便易行的

掌根从内侧大腿根部推至膝盖处，或握

方法——喝萝卜汁。中医认为，萝卜性味

拳用四指的关节向下推，每次推３００下。

辛、甘、凉，归肺、胃经，有胃火者可榨

如果觉得皮肤疼痛，推摩前可涂些润肤

汁饮用。此外，天气渐凉，人们运动量减

油。

少，肠蠕动减缓，容易发生便秘。中医认

清肾。秋季湿热之邪易伤及肾阴，

为，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肠内集聚的毒

使得肾脏蒸腾气化功能失职，湿邪无法

素会透过肠黏膜进入人体，带来健康隐

祛除，致水液聚积，表现为眼睑、四肢水

患。建议便秘者可以多食用猕猴桃、火

肿，下肢浮肿尤甚。秋季养肾，要从脚

龙果、香蕉等润肠通便的水果，以及含

做起，因为肾经起于足底，而足部极易

有高纤维素的蔬菜和主食，如菠菜、南

受寒气侵袭。因此，深秋开始，要注重足

瓜、油菜、红薯等，也可以自己在家熬制

部保暖，睡觉时不要把脚露出被外，不

五谷杂粮粥，早晚温服。

要赤脚在冰凉的地板上或潮湿的地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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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足底有许多穴位，如涌泉穴，睡前可

所以，这个季节，建议大家多饮水、勤排

以多按揉几下。此外，由于肾脏和膀胱

尿，促进湿热排出。如果湿热之邪已经伤

互为表里，湿热之邪还会通过肾脏下注

及肾阴，可在饮食中配以利尿消肿的中

到膀胱，出现“淋症”（即西医的尿路感

药，比如茯苓、白术、赤小豆等。

染），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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