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杭州11月7日电 7日下午， 浙江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丽水市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季文华等6
名被告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抽逃
出资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季文华被判处死
刑，被告人季林青、季胜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季文华、季林青、
季胜军、季永军等四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
诈骗的方法，以支付高额利息、发放集资奖励为
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556900万余元，集资
诈骗147270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浙江银泰非法集资案宣判
主犯获死刑

据新华社南京11月7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
准， 原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与原解放军炮兵学
院南京分院合并， 组建成立新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南京炮兵学院。 学院日前举行了成立大会，
校址定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 ， 级别为副军
级。

原炮兵指挥学院前身为1944年在陕北南泥
湾创建的我军第一所兵种院校———延安炮兵学
校， 1957年在河北宣化更名为炮兵学院， 1986
年定名为炮兵指挥学院。

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成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国银监会近
年来出台多项政策措施， 致力引领银行业提升
金融服务小型微型企业水平， 提高银行业针对
小微企业的信贷能力。 截至9月末， 全国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4.75万亿元 ， 占全部贷款
余额的27.9%。

5月底， 银监会印发 《关于支持商业银行
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 》 （又称
“银十条”）， 从市场准入、 非现场监管指标等
方面提出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积极推动银行加
大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银监会的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2011年9月
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0.1
万亿元， 占企业贷款余额的29.5%， 占全部贷
款余额的19.1%。 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24.3%， 比全部贷款平均增速高8.4个百分
点， 连续3年实现 “两个不低于” 目标。

银监会出台多项措施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9月末贷款余额达14.75万亿元

本版责编 肖丽娟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国内13２０11年11月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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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关注的商品房价格， 近一个月来
开始松动。 一些城市商品房销售出现量跌
价滞甚至量价齐跌现象， 关于房地产开发
商转产、 出售的消息也陆续传出。 这些现
象似乎意味着， 房地产业发展开始陷入困
局。 已有的调控政策措施还会持续吗？ 回
答应当是肯定的。

目前， 房地产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
部分城市成交量萎缩， 开发商资金链吃紧。
浙江楼市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房产商绿城集

团被传 “破产”， 上海一些楼盘降价引发利
益纠纷， 北京一些楼盘开始打折促销， 大
型房产中介出现一定规模的 “关店” 现象，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转战矿产开发……从这
些现象来看， 房地产业本身、 上下游产业
以及利益相关方似乎都受到了不小冲击。

楼市出现这些现象， 自然与宏观调控
有关。 最直白地说， 是被称为 “史上力度
最大 ” 的调控措施终于见到明显效果了 。
从去年4月中旬起 ， 政府调控措施几番加
力， 原因主要是一些城市上涨过快的房价
牛劲十足， 边调控边上涨， 调控政策措施

几次陷入 “空调” 危境。 现在， 调控终于
见到明显效果了， 但还只是在个别一线城
市， 而更多的地方还没有动静。 这种情况
下， 如果停止调控， 就会功亏一篑。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的调控， 不是
针对房地产开发和合理消费， 而是要抑制
投机投资行为。 不少城市商品房存量连年
上升， 许多高价位楼盘售罄几年却仍有大
量房子维持毛坯。 诸多现象都说明， 投机
投资行为推高房价是不争的事实。 从根本
上来说， 正是过热的楼市投机投资行为抑
制了居民自住自用需求， 透支了房地产开

发的利润， 才导致楼市出现了目前的现象。
房地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需要相应

的消费能力、 消费意愿作为支撑。 房价长
期超过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不能说房地
产业发展是健康的。 当前， 房地产调控正
处于关键时期， 坚持调控不能动摇。 只有
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 楼市存在的问题才
能真正解决。 另一方面， 应加快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 针对房地产业本身和上下游
产业面临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减少不良
影响。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房价松动，调控不能动摇■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朱立毅 综合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7日从财政
部获悉，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近日会同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审查通过了由海南省属
国有独资企业出资成立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的
组建方案和公司章程， 允许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
司在海南省范围内开展经营国家批准的离岛免税
品、建设免税店等相关业务。

财政部企业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三亚市
离岛免税店已经明确由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中国免税品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并在
2011年4月20日正式启动政策试点。 2011年，海南
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由海南省成立省属国有独
资企业的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并赋予免税品特
许经营权的申请， 并经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审核同
意。 近日，公司即将成立。

由于离岛免税政策是国家赋予海南省的一项
独有性政策，不具普遍性。同时，免税品经营属国家
特许行业，国家对此会有严格控制。因此，目前不会
考虑在其他地区批准设立新的免税品经营公司。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新华社建社80周年
纪念大会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 他希望新
华社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
强大动力，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
革创新的总要求，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
导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在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上有新提
升，在新闻舆论阵地建设上有新成效，在构建现代
传播体系上有新进展，在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加快
事业科学发展上有新突破， 努力建设有广泛影响
力的国际一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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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 中小企业较多的珠三角地区民
间融资趋活跃。记者采访了解到，珠三角地
区的“地下钱流”已形成相当规模。

“灰色”民间借贷
中小企业融资难，为民间信贷市场提

供了庞大的需求空间。 从事建材生意的私
营业主杨昊的企业每次需要融资额度在
100万元，往往订单到了立即要开工，对融
资的时效要求高，尽管不少银行开辟了中
小企业专项服务，但要排队。 “我等不起，
只能通过民间渠道筹集资金。” 杨昊说。

“灰色” 民间借贷市场并不局限在长
三角、 珠三角地带， 中西部地区也有不少
中小企业由于种种需求而转向 “灰色融资”。

温州地区出现中小企业主 “跑路” 现

象后， 珠三角地区的民间借贷问题引人关
注。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称， 目
前珠三角民间借贷情况总体来说风险可控。

不稳定因素
民间借贷可以暂时缓解企业资金紧张

情况，但民间拆借利率疯狂。 业内人士提
醒，“地下钱流”引发的不稳定因素需关注。

“高利贷”居高难下的融资成本，对企
业盈利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任何一个
环节出问题都会加速资金链断裂，加大企
业破产倒闭风险。 过度负债企业资金链容
易断裂，甚至产生企业倒闭的连锁效应。

在“高收益、高回报”吸引下，储蓄资金流
向民间融资领域，形成“地下钱流”，流动性风
险管理难度增大。 对老百姓来说，民间融资
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 今年珠三

角某市两级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
上升，同比增长约两成。 民间融资引发的纠纷
呈上升趋势，给社会管理带来困难。

引导“阳光流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

为，现在是“钱荒”与“钱流”并存。
专家建议，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应“疏”

不宜“堵”。 明确正常民间融资标准，将其
纳入“阳光监管”后，民间融资也可成为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阳光渠道”。

完善民间融资法规， 将其纳入正常的金
融监管，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动，给民间资本
一个合理的出路。 同时，严厉打击以诈取他人
钱财为目的的高利贷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
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警惕“灰色融资”威胁金融安全

11月7日 ， 来自福建省将乐县
的客家擂茶表演队在表演擂茶的擂
制过程。

当天，“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擂
茶）之乡”———福建省将乐县举办海
峡两岸客家擂茶文化交流会。 交流
会上， 来自两岸的擂茶代表队分别
表演擂茶手艺。

新华社发

两岸一家人
共擂一钵茶

李长春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

海南省免税品有限公司成立
目前不考虑批准设立
新免税品经营公司

据新华社重庆11月7日电 11月8日是第12个记
者节， 新桥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孟祥贵教授介绍，很
多媒体从业人员工作昼夜颠倒， 一日三餐很难准
时，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且缺乏锻炼和保健
意识，因此要注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保证
生活作息规律，合理膳食、戒烟控酒、适量运动、心
理平衡，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一是消化道疾病。要重视按时就正餐。睡前不
宜进食。 尽量不要用烟、咖啡、浓茶等提神。

二是颈肩、腰椎退行性病变。 工作时注意保持
正确坐姿，偶尔活动一下身体。

三是心脑血管疾病。 可增加纤维膳食，多吃豆
制品、鱼和鱼油等。

新闻从业人员“亚健康”比例高

据新华社天津11月7日电 根据国家天文
台出版的 《中国天文年历》， 11月8日2时35分
迎来今年的立冬节气。 专家提醒说， 立冬时节
天气更加寒冷， 公众在起居和饮食上， 要遵循
“早睡晚起” 和 “少咸增苦” 的原则。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
艳玲提示说，立冬时节正处在秋冬交替时期，此时
节，阳气潜藏，阴气盛极，公众起居作息也要作相
应调整，应当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晚起。

李艳玲表示，在饮食养生方面，中医学认为应
少食咸，多吃点苦味的食物，这是因为冬季为肾经
旺盛之时，而肾主咸，心主苦。 从医学五行理论来
说，咸胜苦，肾水克心火。若咸味吃多了，就会使本
来就偏亢的肾水更亢，从而使心阳的力量减弱，所
以应多食些苦味的食物，以助心阳。

适合选择的食物包括芹菜、 莴笋、 生菜、
苦菊等 ， 这些苦味食物中含有氨基酸 、 维生
素、 生物碱、 微量元素等， 具有抗菌消炎、 提
神醒脑、 消除疲劳等多种医疗、 保健功能。

今日立冬
起居要“早睡晚起”

11月7日， 游客在观看天安门广场的LED大屏幕播出的 《回眸经典 共同见证———庆祝新华社建社80周年经典图片回顾展》。
当日， 庆祝新华社建社80周年经典图片回顾展在天安门广场的LED大屏幕滚动播出。 120余张经典照片展示了80年来新华社记

者镜头里的国内国际重大事件， 反映了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的丰硕成果和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者7日从中
国老年学学会了解到， 截至2011年7月1日，
全国 （不包括港、 澳、 台地区） 健在百岁老
人已达到48921人， 比去年百岁老人总数净
增加5228人， 增幅为10.69%。

同时，我国最长寿老人、最长寿百岁夫妻
也于7日在“中国长寿之乡”江苏如东举行的第
四届中国十大寿星排行榜活动中揭晓：来自广
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瑶族老寿星
罗美珍以126岁的高龄蝉联十大寿星榜首。

我国百岁老人近5万

新华社建社80周年

广西罗美珍以126岁高龄
蝉联十大寿星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