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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
“终身化”初见端倪

传销“触网”
倒逼监管
“清网”

桥梁建设再创“世界之最”

近年来， 如何尽快提高就业人口比率、 实现高质量就业发展已成当务之

随着长 14 米、宽 35 米、高 16 米、重达 907 吨的首节钢桁梁成功吊装

急。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职

至沪通长江大桥主航道桥 28 号墩主塔横梁之上，这座世界最大跨度公铁

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

两用斜拉桥主桥开始架梁。 沪通长江大桥是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的沪通

质量的根本举措，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

铁路控制性工程大桥，北接南通、南连张家港，全长约 11 公里。 其建成后

生产率、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

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详见 3 版）

（详见 4 版）

随着网络和电商的迅猛发展，
传销已由“地下”转入了“网上”，网
络传销又横空出世， 与法律和监管
“躲猫猫”。 殊不知，网络传销犯罪手
法不断翻新，具有极强的诱惑性、迷
惑性，但其拉人头、非法牟取利益的
本质不会变。 因此，传销“触网”，倒
逼监管“清网”，要求公安、工商等管
理部门对网购行为实施专项管理，
全程监控。

经济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自主品牌
唐卫毅

02
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虽然已经在
上海落下帷幕，但有关自主品牌发展与挑战

GDP 统一核算
为经济数据
“
挤水分”

的话题仍在持续升温。 作为自主品牌领域的
一次国家盛会，近 800 家机构及其成果的集
中亮相，不仅向全球展示了中国自主品牌的

前一段时间，辽宁、内蒙古、天
津滨海新区等地方政府公开承认此前
经济数据
“
注水”。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

独特魅力，也吹响了新时代中国品牌整装待

打造乡村产业兴旺引领区

发的号角。
从中国航天科技的载人飞船到中国建
筑的“空中造楼机”，从中国商飞的 C919 大

是因为
“
数据出官”；另一方面是因为
数据核算方式不一致， 从而出现了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日前决定开展 2018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打造现代农业建设样板区和乡村产业兴旺引领区。 中央财政将

把不该列入的统计项目也列入的情

对认定创建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给予适当支持。 现代农业产业园即在规模化种养基础上，通过
“
生产 + 加工 + 科技”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形成的

有中核工业的“华龙一号”……中国企业带

况。 而实施地区 GDP 统一核算制度，则

具有明确区域范围、建设水平领先的现代农业发展平台。 图为江苏海安县城东镇农民在产业园收集采摘好的玫瑰花。

来的自主创新成果，让参观者赞不绝口。 而

CNSPHOTO 提供

从过去比较通俗的“中国产品”，到现如今打

可以使 GDP 注水变成过去时。

着品质烙印的“中国品牌”虽然只有一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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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步入
创新发展新时代
人民调解， 属于诉讼外调解的
一种。 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

定价显著低于市场价的限价房将转为共有产权房

消除纷争的活动。 近年来，我国涌现
出了一大批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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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刚需 北京限价房销售规则落地
本报记者 王立芳
日前，为加强对以“限房价、竞地价”
方式竞得土地的开发建设项目中可售住
房的销售管理，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
于加强限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 根据征求意见稿，限价房项目
之比小于 85%的项目，将整体收购后转为
共有产权住房。
有业内人士评价， 此举有利于防范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日
前发布了 《中国政府透明度(2018)》
第三方评估报告， 报告通过对 2017

效益，而忽视了对“品牌”内涵和功底的锤
炼， 导致一些产品在市场上往往只 是 昙 花
一现后便淡出市场。 随着观念上的转变，
不少企业开始 着 力 于 品 牌 建 设 。 另 一 方

销售时如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评估价格

法治政府建设
呼唤更高政务透明度

一方面是观念上的飞跃。 观念决定行
场运作思维，单纯追求“立竿见影”式的经济

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
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

差，但却彰显出了国产品牌质的飞跃。
为，之前，不少企业都抱有“短平快”式的市

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
公德规范为依据， 对民间纠纷双方

型客机到中国中铁的“大国重器”盾构机，还

场套利，维持市场的预期稳定，是政府真正落
实“
房住不炒”定位的具体体现和安排。

85%收购转化比例红线

日前， 为加强对以“限房
价、竞地价”方式竞得土地的开
发建设项目中可售住房的销售
管理，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
于加强限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 根据征求
意见稿， 限价房项目销售时如
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评估价格
之比小于 85%的项目，将整体收
购后转为共有产权。 业内人士
评价， 此举有利于防范市场套
利，维持市场预期的稳定。

年政务公开工作评估发现,各级行政

无需担心“
限转共”房屋质量

面则是创新上 的 飞 跃 。 一 些 企 业 通 过 不
断 创 新 ，增强了品牌的“含金量”，赋予品牌

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引发了舆论的热

以时代感和新活力。 特别是注重提高产品的

议，除了关注哪些项目可能会被“限转共”

质量、夯实过硬的品质、铸就高质量的品牌，

外，也有一些人担心转化后共有产权住房

在国际市场站稳了脚跟。

的质量问题。 对此，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

在当今日益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品

会长李伟则表示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转化

牌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为共有产权住房是在办理施工许可并形

依据，也成为检验一个企业、一个产品能否

成评估价后， 此时施工图审查已经完成，

继续生存发展的重要指标。 品牌的“根基”不

开发企业也已经完成了施工企业的选择、

牢，企业也就很难得到可持续性发展。 值得

前期的规划、设计等工作。 而且转化后的共

注意的是，从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

有产权住房不仅在全市房屋质量安全保障体

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

系的监管之下，而且还会受到北京市保障房

出台，到 2017 年“中国品牌日”的设立，再到

中心的密切关注，可以说是双重保障。

今年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一家房企的工作人员向中国商报记

可以说国家品牌战略的发展思路越发成熟、

者表示，正常按照商品房销售的限房价项

路径更加明晰，品牌战略、品牌经济、品牌形

部门普遍重视公开行政处罚事项清

此公开意见稿的核心内容在于，拟划

单 的 信 息 , 有 100% 的 省 级 政 府 、

定一条比值为 85%的红线，如果限房价项目

上限价格时，则转为现场竞报企业自持商

目对开发商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当初拿地

象等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为

97.96%的较大城市市政府、100%的

的销售限价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评估价之比

品住房面积比例。 据统计，迄今为止北京

的时候合同就是这样规定的；而对于被转

鲜明的特征之一。

县级政府在其门户网站上集中公开

高于 85%，该限房价项目将由开发商直接作为

共有 61 宗限房价地块挂牌，其中 58 宗已

成共有产权住房的项目，则存在一些如政

了各部门的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商品房自行销售；比值不高于 85%的，由北

经成功出让， 已有 19 个限房价项目确定

府后续回购、项目设计规划等的调整。

京市保障房中心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

了案名。 按照两年左右的建设周期计算，

“有些限价房配建了地下仓储、库房、

在品牌建设上就频频推出新举措。 上海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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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国家品牌发展战略的确立同时
也激发了区域品牌发展的热情。 比如，上海

北京房协副会长、 秘书长陈志表示，

未来两年，在北京商品房市场上，除了共

车位等， 如果项目被转化为共有产权房，

前发布了“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

如果设定比例过高、收购项目过多，会对

有产权住房和自住型商品房外，绝大部分

那这部分货值将如何确定，是按照可售住

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设计划。 而深圳

全市普通商品住房供应造成影响，不利于

新盘都将以限价房的方式为主。

宅部分回购还是可以全盘回购，开发商是

也将以立法、标准、技术、信誉为支撑，让深

否会因此遭受一些损失？ ”上述房企的工作人

圳品牌服务中国、服务世界。 这都体现出了

员表示。

品牌建设上的新思维、新举措。

商品住房市场的稳定； 如果设定比例过
低，则不仅会存在较大的牟利空间，而且

那么，哪些区域的限房价项目更有可
能被转化为共有产权房呢？

政府持有比例较高也会影响到刚需家庭

业内人士表示，正是因为限房价项目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

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相对于我国

的购房积极性，毕竟这种转化而来的共有

的价格在土地出让时就已经被写入合同，

的解释是，部分限房价项目转化为共有产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却仍然难掩

产权住房的价格相对于直接推出的共有

开发商无法更改，所以哪些会被收购转化

权住房时，保障房中心以土地出让时的房

品牌发展滞后的现实。 比如，仍有一些企业

产权住房的价格还是较高。“
85%的比例根

为共有产权住房要完全取决于分母，也就

屋限价进行收购。 房屋限价在土地出让时

对品牌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企业几年中频

据当前的市场形势和各方利益而定，是适

是评估价的高低。

已经确定，这个价格无论开发企业向谁销

繁更换名称、标识，试图以“新面孔”赢得市

售都是一样的，转化后对开发建设单位的

场。 而实际上，这种“小聪明”并不利于一个

经济利益没有任何损害。

品牌的创立和持久发展。 据来自第三方机构的

度、合理的。 ”陈志表示。

思源地产副总经理、首席分析师郭毅

北京市住建委还在征求意见稿中明

认为， 如果评估价格是综合新房与二手房

确，85%的设定比例为暂定，在实施过程中

售价而定，那么首先可以剔除五环外限房价项

而开发企业企图通过大规模增加或

调查显示，近七成消费者认为，要想成为国际知

可根据市场变化和销售情况适当调整。

目转化为共有产权房的风险；其次，对于五环

捆绑地下仓储、库房、设备用房等获利的

名品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不二法门。 这

内的少量项目也需要区别对待， 鉴于北京城

做法本身就是不合乎法规的，政府只对可

种社会共识， 预示着未来我国的品牌意识将

南、城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城北五环

售住宅进行收购转化。 按照征求意见稿的

不断增强，品牌发展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 为了抑制地

内，特别是二环三环的限房价项目有可能

规定， 对于合法合规进行开发建设的企

品牌是一个企业和产品“生命力”的象

价和房价上涨，北京推出了大量的限价房

会达到 85%的红线标准而被收购转化。 而

业， 政府要在 10 个月以内付清全部收购

征，中国品牌要成为国际品牌，必须实施国

土地，旨在稳定市场、优化供应结构、平抑

城南无论是新房的价格管制，还是二手房

款，无论所收购住房是否销售完毕或回款

际化的品牌战略，必须下大力气推动经济的

房价。 即限定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并设定

的市场价格， 均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因

完毕，都要支付给开发建设单位，其销售

转型发展，让品牌战略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

土地合理上限价格，当竞买报价达到土地

此城南同区域的项目有可能触不到红线。

回款的权益有充分的保障。

发展的一面旗帜。

评估价高低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