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
89:2;<=>?@A:BCDE6789FG.H%IJ
KLMNODP: Q3<RSGTA: IJDRDUVWX
YZ[UH\]^89Z_`aObcdFG%efgXY
! h%ij]^89k " 5:lm<2n2oA:pqIJ<r
TsZtTsZuTsATEvwFG%xy"%z{|} #
~%��|} " ~%��89 " ~%�� $ ~:

!!"# $ %" #&'()#

!"#$%& '()*+,
!"#$%&'()*+,-./012%345678

9:;<=>?%@4ABCDE<FGHIJKLFM%NO
KPQRSTUVWX%YBA6NZ2[R\]^_`a%b
cdefg%hcWij[klN%34AmnoE[pq56
NOrstGuvwxy% z{|}~��������
��FM< �"#�%���S�c�rs ! �%����
" �%���� ! �< !!"# $ %" #&'()#

!"#$%&'()*+,-.
!"#$%&'()*+,-./"0123456

5789:;8<=>?@ABCDEF8GHIJK/
HILMN0123456/ OPQR !"#!$%&!& ST/
UVW8XY Z[\]^_`aHIOIb*cd'''$
()**)+,$-.+/+$,01$2+e :N0$8fPghicj-3345
66,,7892-/+,*:$,01$2+eY

!"#$%&'()*+,-.-/0123
!"#$ 4 % 5 &" 6

!"#$%&'()*
!"#$%&'()*+,-./"0123456

7589:;<=>?@ABCDEFGH/EFIJK
0123456/LMNO !"##$!"%& PQRSTUCVW
XYZ[\]^_EFLF`*ab'''$()**)+,$-.+/+$
,01$2+c dK0$CeMfghai-334566,,7892-/+,*:$
,01$2+cW

!"#$%&'()*+,-.-/0123
!"#$ 4 % 5 &" 6

!"#$%&'()*

!"#$%&'()*+,-./0123456789
:;<=>?@A!BCDEFGHIJKLDMNOPQ%$
'R!STJ7BC8 "#$%UVW< $$XYZ%&[\]^
_`[abc[d!efgh[J ijk]l &''mno\
pqrostuv%&'(wxyz{$| }~�!����{
$�%&'(�� ('''�$'���XDE����|

}~+ )� $*��~K�J�n����J����J�
��� " $%'¡¢£{¤¥ 1�n¦7§�¥ ¨©}~ª«
�n¬]'®¯GKA°X±²³�´+$,µ¶·¸¹º»'
�¼½(¾J¿ÀÁÂÃÄ�ÅÆ+",ÇÈ+ÉÊËJº»ÌÍ
AÎJÏÐ'Ñs}ÒÓÔÕ=�Ö×Æ+&,ØÙÚÚÛÜ¿À
ÏÐÃÄ�ÅÆ+(,ØÙ�ÝÛÜJÞ�ÝÌÍßàKáâÏÐ
'Ña}Æ+*,º»SªÌÍãäåæÛç~èéJ@êÏÐ
'Ñ}l1ëìÆ+),ºíë=îïJðñº»ÃÄòÐóôÆ
+%,�+%õ�ö÷øùJº»ÌÍßàKgúÏÐ'Ñ�}
ûüÆ+-,ýþÿ!"äðñÃÄ&#$#Káâ'Ü¥

¯G±²�%[%&'(J£þ - � " ��&'HI(
T)*�n+�,"#$-LDMNOPQ%$'R$'¢£-.�
¢�ï/¡0·1f2$%&0345678²9�}~:
;<=>´./012/03456789/:1¥?@J%&'(AKBC}
~�Dp'%&$;-"<)*%%<v��}~56EFJGA6HBC
DEI$BCDEIÝJK$,DELM.�K�BCHIJ"
N}~�)O¥ !! "" ##$%&#

!"#$!"#$%&'()*+,-./01

!"#
!"#$%&'()*&+(#$,-

./01234564789 ! :;<=>
?@ABCDE;89FG7HIJ.K,
LMNOPQR " STUVWXYDZ[\
]^_`6abc/d,-./D6L #$$
efghijklmnoDpqrsJtu
v % wx./D6yLzt{|}~��<
=���BC�����klu�<=��
��T����klmno��!�m��
��������oT��  ¡¢

£¤¥¦§¨© ª�«¬� mnoe
�u�®�¯°�±�²�³´9µ�¶·¸
¹³´²º�»¼½¾ &$$ e¿6L &$$ e)
ÀÁÂ� &$$e�ÃÄnÅÆÇ³´)ÈÉÊ
Ë³´)Ì�Í<=³´)ÎÏLÐ|}³´
Ñ�KÒBÓÎÏu�<= '( Ô�%ËÌ %&
:;� ½¾ &$$ e6ÕÖ/×ØJÙs)6
L &$$ eÚÛÖ/ÜGÚÛÖ$)ÝÞÂ�
ßàt{7|¿ ,Láâã,äeåæãç
Ñ<=èéij© ê�«¬�mnoëì�u
�<=����íC�îaïð���Ûñ�
6aòÈó�ô���7|ñ� 6yt{|}

6a¿õ�7|ö÷6a�çøù{¶|}u
�Èó¿úûüÀý>u�Èó¿þ4ÿu�
Èó¿ó!&�u�Èó¿67�u�"È
ó¿÷$�#+Èó¿$_`u�Èó%�ÎÏ
&6L &$$ efgh'pqrsJklt
u()*Èó¿+,Ð-¿.×4ÿ¿/h#
+01Ù¿627|÷23'÷435&¿6
789¿÷:#+;í<¿=Þ>>c<= (
Ô�>?ÌÉ )*+":;©

[@A×Bu��Ceö÷ÎD�kl
mnoèéEF&u�ÌÉGH¿²ûÌI
'JK¿ö÷ö�sL9µMNGHÑO�
PQ<�RSToUVu�"�WX�C$
YZ[P÷\u�]Sð^© _�`aÈÉ
* :;Tu�3Å²<ÌÉ� b ,$*! �c
de & �� ofXghi^j�ãk ,$$$
l;RSm>Lnu�ho¿ KpPq¿7
|rs¶T/�Â�(tuPtuÂ�#

$v�'tucw��© ,$*! ��x�Â�
p"yz{| ,$*! 6L}��Â� &$$
e� ÷$�#+ -.(/01 ~kl/���
suD1234|},�D��!&$$ ��$
�s��34J±E���� O� 2-3 L
z²û�Ç 4 <��564789G�Â�
BC ! :;�������$þ�34<
=>?@ADE;89FG7HIJ.K,
LMNOPQR 4 STUVWXYDÚ�4
v¿p"�3¿p"�����[�X���
sÂ��© h�����T ����¡×B
¡¢£T/d|}6a'7|¤Ù���
�ÏT7|tu¥F�ToÂ�MN²û¦
� ,*5 <�O§ **! <D÷¨©X7|'ª
«89 , n¶÷|}Â��To�¡¶÷|
}Â� ( n© mno_¬¡;12�12�
®'Ú�v¯T��°�® , Ô±²´³�¬
¡yz´µT�yz�+¿¶·¸¹T��x

Òº�»¿�E;�®É¼½I�¿�ª¾¿��
®FÀ¿�ÁÂÕ� $SÑ % Ô�²®uÃ©
klÄâ4ÿ¡Å´µvÆuÃÇÈ�,$*!
�.KOÉ/�%uÊ *+) :;�?Ë¨p
!+&6©

=Ì�ToÈÍ�ÎÏÐÑÒ.Æ��Ó
ÔÓÕ�Öá,-×n�JØ¿¶Ù(ÚÛT
`c�háâ_mÜK© ¬¡OÉ«Ý/�
Â� *!! n� ¬¡LnX¶÷|}Â� ,,
n��X«Ý~3JÈ'|}6a ** n�¬
¡Ln±²´³ 4 Ô� �X²®´³ ) Ô�
_ÜK$}�¿$_`¿$ÝÞ¿$´-{ß
7 $u�8à©,$*! ��ÛoÚT���|/
-%áâ %"&+& :;�?Ë¨p *(+!6D.K
OÉ/�%uÊ "$&+) :;� ?Ë¨p
,$+"6D.Kã�ÌuËÌ *,* :;�?Ë¨
p 8,+86� mä�� ,$*! �To3Å>>
åæ�klmno~,� *48 Ô�X«ÝT

o>>3Åç³åæ6kè,�éê©
��3ÅTëìíî�ï�ðñTòó

ôõ�klmnoö÷÷ëì�ö÷To¿n
øTo¿Ã!To¿ùðTo�TZ[�è�
úð���ûB3ÅTYüo¿ö÷3ÅT
ýþo¿ý>3ÅT�ÿo¿!�3ÅT�
�o�©�"#$�ð¢�cm�u�®�
~�®¿%®¿e®ÝGÒº�$ð&Ï�c
m�¶!s3Å�úð��K[p�m��
��������To© �mno'()*
+,Õa--ó.©

/01~23ø4� /KÒ~25�
�© klmno$�Î6ØÜ�T³´Z
[�78û9q7|¤Ù¿4´¤T¿:
�ö÷ö�T¿6�Â�¤6aê$ö�
¥F�«u�[R;�«<=[<=��ð�
��>?@A¿BC@¶¿áD@E¿tu@
q�ThuFG�,-HIJaúK�'ø
aúã�tu����To?<�To>Ç��
úð��K[p�m���������
�To¿ä�YLMNTO�P¿��QL
u�"RT÷¶ó�KÒö�[LnXn3
o© !!"# !$%!

!"#$%
!!!"#$%&'()*+,-.*/012345&

� � � �近日， 住建部会同其他六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
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
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
各地切实履行房地产市场监管主体责
任， 把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
为作为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工作的重
中之重。

与之相呼应，西安、长沙、杭州等
地最近相继宣布升级楼市调控。 从目
前已出台的“政策补丁”来看，多地调
控措施的共性是暂停企业购房， 保障
刚需的房源比例。业内人士认为，此轮
楼市调控的重点是打击投机炒房与支
持刚需购房并举。

为打击炒房
多地暂停企业购房

长沙刚刚升级的楼市调控政策要
求，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住房；
西安和杭州则明确， 暂停向企事业单
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 包含商品住
房和二手住房。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近期，有“炒房客”通过注册壳公司充
当摇号“马甲”，以求增大“中签”几率、
规避限购， 部分城市针对这一问题升
级调控措施。

杭州发文指出， 在限购区域范围
内， 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
售住房的直接原因， 是九龙仓珑玺项
目公证摇号公开销售过程中出现三家
企业同时中签的情况。据悉，中签的三
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位自然人，
这三家公司还分别在其他楼盘中签。

事实上， 以企业名义投机炒房案
例并不鲜见。记者在上海调查发现，部
分楼市投机者或中介机构通过注册多
个公司“马甲”参与新房摇号，以求增
大“中签”几率、规避限购。

例如， 位于上海核心地段的热盘
“翠湖天地隽荟” 公布的认筹结果显
示， 在385组客户中， 公司客户高达

214组，占比超过一半。某大型新房代
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个别开发商
甚至默许一人多号的方式存在， 以便
选中可以付全款的客户或者内部“关
系户”。

多位中介人士表示， 只要愿意缴
纳一定费用， 即可用公司股权转让的
方式买到房。具体操作方式是，注册几
个壳公司参与摇号， 根据概率总有一
个能摇中。 摇中后就把公司转让给客
户， 这样就可以避免高额的房产交易
税费。

严跃进表示， 暂停企事业单位及
其他机构购房的做法， 精准打击了部
分以企业名义炒房的投机性需求，有
利于进一步实现摇号购房的公平性。

通过优先选房、
保障房源比例保刚需

专家表示， 一些地方出台的摇号
政策是出于公平考虑， 但在实施过程
中存在“漏洞”，演变为一些人追求增

值获利的方式。
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认

为， 由于新房与二手房间存在明显的
套利空间， 摇号购房已经成为一种投
资手段。 不少符合购房资格的人群变
身投资者， 让部分自住型刚需群体的
需求更难满足。

部分开发商也推波助澜，采取“欲
摇号、先冻资”的做法筛选客户。如深
圳首推摇号购房的楼盘———招商蛇口
“海上世界双玺”项目要求，先交500
万元诚意金，才能参加摇号；在杭州，
“网红盘”融信澜天设置的摇号步骤为
“线上、线下报名———银行验资、冻结
资金———登记摇号”，这让在售楼处排
队买房变成在银行排队冻资， 近万名
购房者冒雨排队长达一公里， 银行加
班到凌晨……这种做法无疑把刚需购
房者变相挤出市场。

对此，长沙新规明确，严禁房地产
开发企业以任何形式蓄客和收取认筹
金。不少城市提出，开发商不能设置全款
优先、拒绝公积金贷款等限制性条件。

在打击炒房的同时， 近期多城升
级的调控政策更加强调保障刚需。

长沙、 西安和成都等城市近期出
台政策提出，刚需家庭优先选房。西安
要求，意向购房人多于可销售房源时，
应按刚需家庭、 普通家庭为先后次序
选房； 成都则要求按照棚改货币化安
置住户、刚需家庭、普通家庭顺序，先
后摇号排序、依序选房；长沙要求，优
先限购区域内首套刚需购房者摇号、
购房。

部分城市甚至明确了刚需房源比
例。西安明确，摇号时，开发商必须提
供不低于50%比例的房源优先保障刚
需家庭；成都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按不低于当期准售房源总量的10%公
开用于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购
买。 杭州也为无房家庭提供了一定比
例的房源保障。

遏制炒房和保障刚需并举

业内人士认为， 坚决遏制投机炒
房和明确支持刚性居住需求并举，正
成为地方楼市调控政策的重要趋势。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
玉认为， 投机炒房需求增加会对刚需
形成挤出效应， 使其购房变得更加困
难。 政府遏制炒房和保障刚需两措并
举，将让调控效力倍增。

受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政府应进一
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平抑“恐慌性”需求。严跃进认为，随
着各地租售并举政策逐步落地， 租赁房
源供给增加和租赁期限延长将分流购房
需求，有利于保持房价理性预期，降低房
地产市场波动性。

正荣地产董事长黄仙枝建议：“长
期来看， 应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主
体责任，通过商品房、租赁房、共有产
权房、集体用地租赁房等多品类供给，
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 确保楼市持续
健康发展。” （新华社上海6月29日电）

七部门联合对炒房“说不”

升级的楼市调控如何保刚需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央宣传部29日向全社会发
布王传喜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王传喜是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社区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党的十九大代表。他担任基层党组织书记
19年来，率领村“两委”班子和党员干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村庄发展根基；团结群众发展
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积极推动乡村
有效治理，倡导文明新风，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王传
喜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模范践行新时期沂蒙精
神，干事创业、服务群众，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曾先
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中央宣传部授予王传喜
“时代楷模”称号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29日在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司法部出“硬招”推进证明事项清
理，确保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清理工作。

傅政华介绍，为开展集中清理工作，司法部提出六个“一
律”作为清理工作的“硬招”：一是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律取
消，二是能够通过个人现有的证照证明的一律取消，三是能够
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四是能被其他材
料涵盖或者代替的一律取消， 五是能够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
取消，六是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一律取消。

司法部出“硬招”

让百姓不再为“证明”东奔西跑

� � �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近日， 市场传言国家发展改革委正
考虑禁止企业发行364天期美元债，以防范风险。国家发展改革
委外资司有关负责人29日回应称，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
务院有关部门并未考虑禁止企业境外发债，以上传言没有依据。

国家发改委：

并未考虑禁止企业境外发债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外交部29日就李克强总理访问保
加利亚并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赴德国主
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并访问德国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外交
部副部长王超和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介绍有关情况， 并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 王超表示， 应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 德国总
理默克尔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7月5日至10日对保加利
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索非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会晤、 赴德国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并对德国进行
正式访问。 此访对保持中保、 中德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
良好发展势头、 推动“16+1合作” 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李克强将访问保加利亚并出席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赴德国主持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并访问德国

� � �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国家发展改
革委29日发布消息说， 要通过开展定价
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剥离门票“额外负
担”等措施，在“十一”黄金周前，切实降低
一批重点国有景区偏高的门票价格。

国家发改委当天发布《关于完善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
以利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公

园等公共资源建设，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为5A级， 且现行价格水平较高的国
有景区为重点，降低偏高门票价格，并积
极推动4A级及以下国有景区降价。

意见提出，各地区不得避重就轻、流
于形式、敷衍搪塞；不得明降暗升，在降低
门票价格同时， 提高景区内交通运输等
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说，
要围绕解决门票价格“额外负担”重这一

突出问题，加大对地方、景区违规不合理
收支行为的清理规范力度， 既相应降低
门票价格，又保证景区正常运营。

意见还明确，2018年， 在推进完善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同时， 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任务取得明显成效。到
2020年， 以景区合理运营成本为基础，科
学、规范、透明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
制基本健全，对促进景区持续健康发展、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明显增强。

好消息！ 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要降低

� � � �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海英
29日说，截至目前，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已由点到面逐步启动，取得积极进展，
并将在今年年底前在全国地级以上城
市进行全面部署。

杨海英在29日住建部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说， 一些地区率先建立了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 包括福建、贵
州、江西三个生态文明试验区在内的21
个省（区、市）已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方案。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和部分地级城市等46个重点城市着力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
理设施体系建设。

杨海英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还
存在着一些困难，认识仍需提高，力度还
需加大，教育也需深入。在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四个环节上，都
需要建设配套设施。目前，部分城市对生
活垃圾先分后混， 只是在投放环节配套
了分类投放的垃圾桶。 有些城市加强了

配套设施建设， 但在处理环节还存在着
不少问题。

下一步， 住建部将加强对46个重
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督导，加
快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建设， 尽快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今年年底前，
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部署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 并引导全民参与， 开展
“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加快设施建
设， 持续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
向深入。

今年底前我国将在地级以上城市部署生活垃圾分类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王亮） 6
月30日， 2018赛季中乙联赛第14轮比赛
将展开， 湖南湘涛华莱队将在16时30分
坐镇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 已经连续4轮
平局收场的湘涛华莱队只有一个目标：
用胜利打破“平静”。

湘涛华莱队近6轮都没有输球， 但是
陷入了平局的怪圈， 连续4轮收获平局。
4场平局里， 既有客场先落后， 然后2比2
逼平对手的顽强， 也有主场先领先， 然后
被对手追平的尴尬， 表现始终不够稳定。
距离胜利总是差一点点， 球队上下都有
些着急。 湘涛华莱队主帅裴恩才多次表
示： “球员在心理层面上仍需要提高， 尤
其是领先的时候。”

此外， 湘涛华莱队急需一场胜利巩
固前4的排名。 前13轮， 湘涛华莱队战绩
为4胜7平2负， 积19分， 继续位列第4，
但没有任何优势。 排名第5的深圳雷曼队
目前是18分， 本轮的对手苏州东吴队虽
然排名第7， 但战绩也有4胜5平4负， 与
湘涛华莱队仅有两分的差距。

今日16时30分迎战苏州东吴

湘涛盼打破“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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