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农业大省黑龙江近期多次发布霾预警。有群众反
映，闻到了“烧秸秆味儿”。秸秆焚烧污染环境是广大农
村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背后是当地农村生活改善、
农业生产高速发展与秸秆资源有效利用不足之间的
矛盾。要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有农民视角。

记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日
益完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村洁净能源和
秸秆替代品逐渐普及， 很多牧场直接用青贮玉米做饲
料，土地流转集约化经营、产能提高后，过去可以拿来
生火、取暖、喂牛羊的秸秆，如今不吃香了。

此外，由于“不划算”，农民有效回收利用秸秆也没
积极性———一方面销路难找，即便找到回收企业，人力和运
输成本高，只能是赔本赚吆喝；另一方面，秸秆还田要依靠大
型农业机械在收割中粉碎深犁，这些“大家伙”的购买和租用
价格不菲，小农户负担不起。烧了还田是农民无奈的选择。

烧，污染环境；不烧，没法种地。小秸秆暴露出农业生产方
式转变过程中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的短板。 破解这个难题的
钥匙在于让农民觉得划算，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健全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一些农民期盼，政府能出台类似“粮食直补”的“秸
秆补贴”政策，将实惠直接发放给农民，鼓励更新配套
粉碎机等农机具，或组建合作社购买农机服务，将秸秆
在收割阶段直接消化。

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加大投入，重点解决秸秆处理中的农
业设施不足和秸秆加工生产成本高的问题；鼓励生物燃料、可
降解包装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在村屯附近布点； 完善物流体
系和半径规划， 提升秸秆附加值和销售价格， 让秸秆变废为
宝，成为农民新的增收项目。 （新华社哈尔滨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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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据中原地产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发布租赁新政策的城
市已超50个，包括国家确定的12个租赁试点城市。各地陆续出台
的扶持政策吸引各类市场主体竞逐。

租购并举
让更多人住有所居

� � � �从各地出台的政策看，培育和发展专业化房
屋租赁企业已成共识， 也就是企业要做得够
“大”。 一些城市为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支持力
度，在金融支持方面也很给力，以缓解租赁机构
“融资难”。

———鼓励住房租赁企业机构化、规模化发展。
沈阳提出，开展住房租赁业务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可享受降低商品房预售许可门槛、降低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比例等鼓励政策；合肥、厦门
和郑州均表示支持房屋租赁企业通过合并重组
做大做强；杭州和成都表示，将扶持发展专业化
住房租赁企业。

不少城市明确提出培育规模企业的量化目标。

如杭州提出，选择15家左右具有一定规模、品牌的住
房租赁企业作为专业化住房租赁试点。 成都和沈阳
均提出，力争到2020年，培育和发展机构化、规模化
租赁企业不低于50家。

———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
上海、杭州和武汉提出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REITs）试点政策；成都和杭州提出支持金
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住房租赁企业提供发行债
券、票据、不动产证券化产品等服务。

近日， 首单央企租赁住房类REITs产品获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建设银行、中
国银行等多家银行近期也陆续宣布给予住房租
赁金融支持。

� � � �房地产开发商、中介机构、物业服务机构、国
有租赁公司、 互联网企业……各地陆续出台的扶
持政策，引得等各类企业竞逐租赁“蓝海”。

目前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正从单一的开发销
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全
国排名前30位的开发商中，已有60%以上开始布局
长租公寓市场，旭辉领寓、龙湖冠寓、万科泊寓等已
形成一定规模。如，龙湖冠寓10月在上海宣布开业9
家门店。 龙湖集团副总裁兼冠寓公司CEO韩石表
示， 龙湖冠寓2017年将在全国布局16个一二线城
市，预计开业房量逾1.5万间。

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新建商品房项目中

长期持有的部分房源用于市场租赁。上海龙湖总
经理温介邦透露， 目前在上海获得的20个项目
中，有6个是上海龙湖自持的物业项目。

龙头房屋中介也开始拓展租赁业务。我爱我
家旗下长租公寓品牌“相寓”，房源从10万套增长
至16万套。链家旗下“自如”的房源管理规模也已
突破40万间，年租金收入约90亿元。

或“零溢价”拿地，或与长租公寓运营企业合
作开发，作为新生力量的国有租赁企业也加入了
这个市场；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商则利用大数据
优势，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发官方租赁平台，探索
“信用租房”。

� � � �市场主体的增加， 促进了长
租公寓的持续供应， 租户的选择
也日益多元； 住宅销售市场“走
低”，也使得存量房源“由售转租”，
这一系列变化正在改变市场各方
的心态。

上海房屋租赁指数办公室调
查发现， 上海住房租赁市场开始
呈现分化。 部分区域的待租房源
明显高于新增需求， 不少传统民
房出现降价续约的现象， 而中高
端需求热点则逐渐转移至长租
公寓。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上海中
高端租赁房源的平均成交周期
由2周延长至1个月，不少房东主
动降租金5%以上。“业主心态的

转变带来了租赁市场房源供应
的增加，从而缓解了市场的供需
矛盾，平抑了租金价格。”旭辉领
寓国际副总裁高杰说。

一边是市场供应增加，另一
边租户的眼光也开始变得更挑
剔。记者走访发现，新增租客中
除了暂缓购房者外，也有追求租
赁消费升级的人群。

“虽然租金高了点，但长租
公寓配有安保系统、 专职管家、
保洁、家居维护、代收快递等服
务，还有定期的休闲娱乐文化活
动”， 租住上海柚米国际社区的
自由投资人张君朝说，“这是传
统民宅提供不了的。”

（据新华社电）

治理秸秆焚烧
要有农民视角

胡塞武装射导弹
沙伊矛盾再升级
� � �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
射一枚导弹，被沙特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摧毁。
沙特咬定导弹属于“伊朗制造”，而伊朗方面坚
决否认，双方由来已久的口水战因此再度升级，
火药味也更浓烈。

沙伊“口水战”持续
� � �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7日说， 伊朗向也门胡
塞武装提供导弹用于攻击沙特，这被视为伊朗对沙特
的直接军事入侵。

此前，由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多国联
军在一份声明中说， 军事专家已认定胡塞武装4日向
利雅得国际机场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由伊朗制造。

伊朗方面断然否认沙特的指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加塞米7日重申，沙特的指控是“荒谬的、破坏性的、不负
责任的和挑衅性的”。前一天，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其推特
账号上指责沙特“发动侵略战争，在本地区横行霸道”，却
要伊朗为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
装7日发出威胁， 称将向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机
场、港口及其他“重要区域”发起更多导弹袭击。

导弹事件敲响警钟
� � � �沙特与伊朗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且矛盾
的长期化还使两国互信荡然无存。只要周边国家出现
严重事态，双方都会怀疑对方在积极介入，大做手脚，
以损害本国利益，威胁本国的安全稳定。

具体到也门问题上，胡塞武装是该国境内最主要
反政府武装组织， 自2014年以来一直控制着包括首
都萨那在内的大片地区。2015年3月， 由沙特领导的
多国联军在也门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
打击胡塞武装，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胡塞武装的力
量并没有被明显削弱。

也门导弹袭击事件再次向国际社会敲响警钟：战
争的持续不仅给多方带来伤害，还给类似于弹道导弹
这样的大型武器的扩散提供便利， 严重影响地区安
全。除反政府武装外，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
织也卷入也门战乱。由于也门扼守国际航道，一旦武
器落入极端组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也门内战百姓遭殃
� � � �据也门安全部门透露，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
联军7日对也门西北部哈杰省一村庄发动空袭，造成
包括平民在内的至少50人死伤。 受袭的村庄位于米
迪和哈拉德两地交界处以南30公里左右， 距离沙特
边境不远。遇难者包括妇女和儿童。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
也门南部地区，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2015年3
月，沙特等国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
胡塞武装。哈迪此后将政府转移至南部的港口城市亚
丁。目前，胡塞武装仍控制萨那和也门北部地区。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11月1日轰炸一家位于也
门北部萨达省的宾馆，造成2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
人受伤。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7日警告说，
如果多国联军继续阻止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也
门，那么也门普通民众就将遭遇“灾难”。

（综合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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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11月1日对也门萨达
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9人死亡。

图为人们聚集在遭袭地点。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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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进入建设前期准备

透视新站建设四大焦点

� � � � 据新华社上海11月8日电 中
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
“雪龙”号8日向南极再次出征。此
前， 已有20吨国产极地特种低温
钢用于“雪龙”号内部改造；而这一
次出行南极， 还有一些具备更强
性能的特种低温钢样品被焊在甲
板上、船舷上随船试验，为科考船
“保暖御寒”。

据悉，等“雪龙”号南极科考回
来后， 科研人员会上船查看这些
用于表面、 与海水接触的特种钢
样品的被撞击、被磨损、被腐蚀的
情况，将研究成果服务于“雪龙2
号”的制造。

“海洋极端环境钢铁材料制
备与蚀损控制” 联合实验室取得
阶段性研发成果， 实验室研发的
极地特种低温钢目前已经批量投
入生产，首批20吨“中国制造”的
低温钢已用于“雪龙”号科考船的
内部改造， 并已成功经历了中国
第8次北极科考。

“极地特种低温钢的批量生
产， 实现了我国极地低温钢材料
的国产化突破， 打破了长年制约
我国深远海、 极地技术与能源发
展的瓶颈， 将助力我国极地能源
开发和极地船舶建造升级。” 长江
学者、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尹衍升
表示。“预计未来5到6年， 后续破
冰船及前往两极航行的船只将大
规模使用‘中国制造’ 特种低温
钢来‘御寒’。” 尹衍升说。

� � � � “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
察将在恩科斯堡岛南区启动第
5个南极考察站的建设， 这是
继长城站、 中山站、 昆仑站、
泰山站之后我国建设的第5个
南极考察站， 也是我国在南极
建设的第3个常年考察站。” 中
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领
队、 首席科学家、 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主任杨惠根说， 新站建
设着眼于加强南极环境监测与
保护， 建设极地考察业务化体
系， 提升国际极地治理能力，
是我国极地考察的重大战略性
举措， 也是“雪龙探极” 重大
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南极已有4个考察站的
背景下， 建设新的考察站， 意
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南极考察站
网， 拓展我国南极考察活动范
围， 填补我国南极重点区域空
白， 提升我国在国际南极事务
中的作用。

据了解， 新建考察站的功
能 ， 将具备在本区域开展地
质、 气象、 陨石、 海洋、 生物、
大气、 冰川、 地震、 地磁、 遥
感、 空间物理等科学调查的保
障条件； 具备考察项目运行、
指挥、 紧急救援等功能， 满足
度夏、 越冬的管理、 科考、 后
勤支撑人员的长期生活工作医
疗的需求， 具备数据传送， 远
程实时监控和卫星通讯等功
能。 同时， 具备供电、 供水、
供暖、 交通功能， 保障固定翼
飞机和直升机作业的功能， 以
及配有人员应急避难设施。

� � � � 我国在南极现有的长城站、中山站、昆仑
站和泰山站，分别位于西南极乔治王岛、东南极
拉斯曼丘陵和南极冰盖。第5个考察站所在的罗
斯海区域，是南极大陆所有边缘里最向南延伸
的一片海，其中恩科斯堡岛环境条件恶劣。

那么， 新的考察站站址为何选择环境
恶劣的恩科斯堡岛？

“从第29次南极科学考察开始实施罗斯海
区域的现场选址工作，一直到第33次科考，对从
罗斯海的入口一直到罗斯海的最南端，我们进
行了大面积、长时间系统化、科学化的选址工
作，最终确定了在罗斯海区域的恩科斯堡岛南
区作为第5个考察站站址。” 中国第34次南极科
学考察队领队助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考察运
行部主任张体军说，国家海洋部门多次组织新
站选址的前期论证，从战略、科研、后勤保障等

三个层面进行了新站选址工作。
———就地理环境而言， 恩科斯堡岛地势

西高东低，西侧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梁，东侧
为平地和丘陵地， 有3个常年积水的淡水湖
泊。建站区北侧的海岸上，有一个带状约1公
里长的阿德雷企鹅聚居地。 新考察站位于罗
斯海区域沿岸，邻近南极最大的罗斯冰架，面
向太平洋扇区，是南极地区岩石圈、冰冻圈、
生物圈等典型自然地理单元集中相互作用的
区域，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区域。

———就科考价值而言， 这里是南大洋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 仍然保持着自
然演替状态， 是研究气候变化对南极生态
系统影响与反馈的理想场所。此外，这个区
域的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与渔业资源潜力
密切相关。

� � � �杨惠根说， 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在新
站建设方面，将主要从四个方面推进：一是
精密地形测量、工程地质勘察，以及站区周
边水域水下地形勘测；二是建设临时码头，
运输工程机械装备和设备上岛； 三是开展
工作、生活、居住以及发电、仓库等工程建设
临时建筑和设施建设； 四是着眼于站区周
边环境和动物保护， 还将开展周边企鹅栖

居区水质要素和环境污染监测， 进行鸟类
监测和企鹅分布格局和历史变迁调查。

具体而言， 第34次南极考察启动临建工
作，将建设用途集装箱（科考工作舱、住宿舱、
生活舱、发电舱、备品舱等）、必要的工程机械、
工程辅助设施设备部署上岛；进行站区工程地
质的勘测；安排近岸水深调查，为船舶运输、码
头修建进行前期勘察；安装自动气象站。

� � � � 专家介绍， 就我国已有的南极考察站而
言，在西南极，长城站区域生态系统活跃，更适
合开展亚南极生态监测和研究； 在东南极，中
山站区域是观测研究南极冰盖演化过程、南极
冰架海洋相互作用的理想之地，也是开展高空
物理、地质学、地球物理等学科工作的优良位
置； 地处南极冰盖地区的两个度夏科学考察
站———昆仑站和泰山站， 则汇聚了冰芯科学、

大气科学和天文科学等学科的前沿领域。
杨惠根表示，作为一个常年科考站，新建

考察站与我国南极已有的两个常年科考
站———长城站、中山站一起，将覆盖南大西洋、
南印度洋以及南太平洋等南大洋各个扇区，将
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为人类认知、
保护和利用南极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电）

国产特种低温钢
为雪龙号“保暖御寒”

链接
为何还要建第五个

完善我国南极考察站网
填补重点区域空白

1 新站为何选择于此

地理位置适宜，科考价值重大2

本次科考将展开新站建设哪些准备工作
将主要从四个方面推进3

新站将覆盖更多科研领域
进一步推动我国南极科学考察4

� � � �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
队11月8日奔赴南极。 与过去将
中山站作为抵达南极首站不同，
此次“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将
一路向南，直奔位于罗斯海西岸
的恩科斯堡岛，开启中国第五个
南极考察站的建设。

预计5年后， 我国将建成一
座“功能完整、设备先进、低碳环
保、安全可靠、国际领先、人文创
新”的现代化考察站。

新华社发

� � � � 11月8日，中国第
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
乘坐“雪龙”号，驶出
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
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向地球最南端的南
极，再次出征。“雪龙”
号将于2018年4月回
到国内， 执行任务周
期164天， 总航程约
3.7万海里。

新华社发

鼓励租赁企业做 “大”
金融支持也很给力

1

租赁市场成“蓝海”
开发商、机构大举涌入

2

长租公寓持续入市
租户更挑剔选择更多元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