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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二日電】深圳一車主駕駛一輛
深圳牌照私家車在過去兩年來瘋狂違法386次，其中大多數
為夜間闖紅燈。目前該車主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初步統計其
罰款金額高達30多萬元。

據了解，該車主熊×增兩年前買了輛比亞迪小車，受僱
於一些娛樂場所晚間接送人員上下班，買車還不到一個月就
開始變造車輛號牌，經常駕車肆無忌憚地闖紅燈，在晚間根
本不顧交通燈指示，一路 「暢通無阻」。在兩年的時間裡，
嫌疑人熊某交通違法達 386 次，其罰款金額將高達 30 多萬
元。

深車主套牌衝紅燈
兩年386次罰30萬

【本報記者曾春花廣州十二日電】曾聲稱要打造
成全球最大禮品玩具商流中心的廣州國際玩具禮品城
開業後生意冷清，如同「死城」。近500名業主今天上
午聚集在玩具城，向發展商要求賠償。政府和發展商
與業主代表協商後，承諾本月26日給出賠償結果。

今天上午8時多，業主開始聚集在玩具城，後來
增加到近500人，現場有兩百多部小汽車，大量警察
在場維持秩序。玩具城所在地的黃埔區政府和發展商

派出代表與5名業主代表協商，雙方達成初步意向，
由業主提出賠償要求，政府和發展商研究後本月 26
日給出賠償結果。在場業主代表在協議上簽字，臨近
中午，聚集的業主陸續散去。

一期做不旺 二期建公寓
業主們認為，發展商最初向他們承諾打造全球最

大的專業玩具批發市場，但目前一期就如 「死城」般

，令他們血本無歸，二期還修建公寓，改變功能。
邱先生告訴記者，他和幾個兄弟姐們 2005 年花

400多萬買下了首期5個檔口經營玩具禮品，剛開始
生意還不錯，但不久之後玩具城就冷冷清清，幾百萬
元投資打了水漂。 「現在真正在經營玩具禮品的商舖
還不到一成，大部分業主都將舖子轉租出去了。」因
為生意不好，邱先生也已將店舖租給別人做辦公場地
。邱先生說，此前業主們已經聚集維權過幾次，但都
不了了之， 「這次終於有了點希望。」

廣州國際玩具禮品城有限公司董事吳榕凱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二期並沒有改變功能，項目規劃時就
已經包括有寫字樓、酒店式公寓等設施， 「我們一直
在依法依規操作」。吳榕凱稱，一期沒有做旺，是各
方都不想看到的結果，各方面都已經盡了力，光是投
入宣傳推廣的費用就花了1億多，政府也給予很大的
支持。

廣州玩具城變死城
500業主向發展商索償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十二日電】廣深港高鐵廣深段與
武廣高鐵將於4月1日起真正實現無縫對接，屆時旅客從深
圳北站出發無需在廣州南站換乘。廣鐵集團今日透露，深圳
北站每日將有20對高速動車組直通湘鄂。

廣深港高鐵廣深段於去年12月26日開通，因考慮到運
營安全以及線路需進一步進行磨合等因素，廣深與武廣兩截
高鐵線路並無實現真正對接，乘客從深圳北站北上湘鄂，需
在廣州南站換乘武廣高鐵。

記者今日從廣鐵集團了解到，武廣、廣深港高鐵廣深段
將於4月1日零時起實行新的列車運行圖。按照新的運行圖
，深圳北與長沙南、武漢之間開行20對直通高速動車組。

據廣鐵集團介紹，這20對直通高速動車組分別為，武
漢至深圳北10對，長沙南至深圳北10對。廣鐵集團透露，
廣深高鐵自去年12月26日運營以來，客流量穩步攀升，至
3月12日累計運客180萬人次。

深高鐵直通湘鄂
四月起每日20對

【本報訊】中新社鄭州十二日消
息：一名3公斤重的 「芯片試管嬰兒
」日前在河南省的鄭州大學第一附屬
醫院誕生，經過幾天的體檢和觀察，
目前該女嬰狀況良好。

「芯片試管嬰兒」是應用單細胞
單核苷酸多態性基因芯片（SNP 芯
片）技術進行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
的試管嬰兒。是次 「芯片試管嬰兒」
誕生，是這項技術在中國首次應用成
功，之前也僅有美國應用此技術獲得
臨床妊娠並順利分娩健康嬰兒。

該名 「芯片試管嬰兒」的父母是
河南省信陽市人，2011年6月，結婚
5年未育的夫婦倆來到鄭州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生殖醫學中心。經檢查，男
方屬於罕見染色體異常，得到致死異
常胚胎的概率高達 16/18，得到正常
胚胎的概率只有1/18。

篩選正常囊胚植入子宮
生殖醫學中心應用 SNP 芯片技

術對該夫婦進行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
斷試管嬰兒，以生育與該夫婦有血緣
關係的後代。通過取卵、受精、胚胎
培養，然後進行遺傳學診斷，之後將
診斷正常的囊胚移植到女方子宮。

「芯片試管嬰兒」和 「試管嬰兒
」的不同在於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
的方法不同。

目前國內外進行胚胎植入前遺傳
學診斷的方法，大多是應用單細胞熒
光原位雜交技術（FISH）、比較基
因組雜交（CGH）和聚合酶鏈反應
技術（PCR）。這些遺傳學檢測方
法存在局限性，如檢測的染色體數目

有限、分辨率有限、基因數量有限、且存在較高的誤診率
（6%-11%）。

而單核苷酸多態性（SNP）基因芯片技術，是一種高通
量檢測技術，它能夠一次檢測出全部的46條染色體數目結
構異常、及部分單基因突變，且誤診率低（大約2%）。

簡訊

「小產權房」遍
布全國各大城鎮城鄉
結合部，是中國房地
產 行 業 一 大 盛 景 。

「小產權房」總規模到底有多大，目前各方
都沒有統一的數據。根據機構初步估算，
1995-2010 年間全國 「小產權房」建築面積
累計約 7.6 億平方米，相當於同期城鎮住宅
竣工面積總量的8%。但也有券商研究團隊聲
稱， 「小產權房」總面積相當於住房總面積
的 25%。而據地產商潘石屹的透露，北京的
「小產權房」涉及的家庭就超過30萬戶。

對於如此龐大的存量，清理工作艱難。
其合理的解決途徑可能只有一個：已住進去
的 「小產權房」住戶，繳納相關稅款後，其
房產可以轉正。因為商品房的使用土地，是
政府徵收過來後一級市場出售給地產商的，
本身所含的土地出讓金收益，其實就是地產

稅，不過是70年一次性收清而已。而 「小產
權房」，是城郊農民自建住宅賣給城裡人的
住房，漏掉的就是土地出讓金一項。二者區
別，不過如此。

目前各方熱議的房地產稅，本質應該是
交易稅，而非財產稅。因為中國財稅體系是
中間稅為主的財稅體系，財產稅徵收的成本
極高，稅務局只能是當商品房轉讓過戶的時
候，讓房主一次性繳清。

對於 「小產權房」，無論是土地出讓金
，還是後來的房地產稅，都處於地方財稅徵
收範疇以外。在目前土地出讓收益日益枯竭
的今天，商品房的房地產稅徵收成本又極其
高昂， 「小產權房」規模又過大，繳納稅款
後轉正應該是地方政府的合理選擇。這個稅
款當然不可能太高，但也不會太低，否則就
是讓商品房消費者不平衡。怎麼平衡其中關
係，是考驗當地政府的執政經驗。（財經網）

解決之道或是繳稅轉正

拖延已久的 「小產權房」問題終於擺上政策解決的枱面了。國土
部部長徐紹史11日表示，今年開始試點的治理 「小產權房」，將為
下一步大規模的清理做準備。有消息人士指，雖然廣東省國土資源廳
已否認廣東是本次 「小產權房」試點省份，但珠三角 「小產權房」數
量龐大，尤其城中村最為集中的深圳，原住村民擁有很大比例的 「小
產權房」，仍是無法迴避的突出問題。

有香港投資客受訪稱，深圳作為香港北上置業的首選城市，商品
住宅買手資金因樓市低迷已大部分撤離，但入手 「小產權房」的香港
投資客或小業主，則面臨有價無市、換手率低、資金難解套的尷尬境
地。

徽商7折套現求售
據深圳官方透露，截至去年12月，深圳違法建築達到37.94萬棟

，建築面積高達 4.05 億平方米，是深圳市總建築面積的 49.27%，這
一比例位居全國內地城市前列。與售價低廉的 「小產權房」相對的是
，深圳以24550元／平方米的住宅均價成為全國房價最貴的城市。

記者今日來到梅林三村，這裡的城中村大部分是 「小產權房」，
大運會期間給這些舊城進行 「穿衣帶帽」工程，新刷的牆壁上能見到
掛着低價出售村子統建樓的招牌。據附近一家中介鄧姓負責人稱，
「小產權房」市場已萎靡不振，有價無市，去年底放盤超120套 「小

產權房」，至今仍沒有賣出。
他說，在梅林片區，城中村雲集，這些官方認定非法銷售的 「小

產權房」業主大半是投資客，不少是瞄準拆遷補償。但現在關於清理
「小產權房」的消息不斷放出，此前耐着性子的業主開始急低價拋售

。據透露，有一位安徽的投資客掛賣了20套，只要現金交付全款，
願7折出售，80平方米的三房兩廳，開價34萬元。

港商投機被套牢
在深圳， 「小產權房」遍布各個區、鎮，尤其是寶安、龍崗、龍

華新區等地最為集中。近日，有深圳最大的黑社會大哥之稱的沙井
「龍哥」，被凍結資產高達逾10億元人民幣，其中當地街道辦主政

官員因涉嫌向其買賣違建工程落馬。
有知情人士指，深圳 「小產權房」催生巨大的非法利潤，令違建

屢禁不止。在這次打黑的沙井， 「小產權房」多以小區形式整體建造
，價格多在 3500-5000 元／平方米左右，個別村，超九成房屋都是
「小產權房」。

雖因不能轉正、沒有房產證， 「小產權房」被認定為非法銷售建
築，但這些不能見光的 「小產權房」自2009年始銷量直線飆升，湧
入百億資金。有一名吳姓港人更豪擲150萬入手5套深圳布吉及龍崗
的 「小產權房」。

記者調查發現，在深圳坂田，一棟由港人投資建設的大型統建樓
名樂大廈，自今年2月開始以5000-5400元價格拋售80套房，宣稱另
有折扣，部分帶裝修。據稱，這批 「小產權房」前期主要是吸引香港
人。但小區內有女業主受訪稱，現在房子賣不出去，難以套現，暫時
給內地親戚借住。

國土部今年開始試點治理 「小產權房」 ，並擬開展
大規模清理，消息引起全國 「小產權房」 面積比例最大
城市之一的深圳 「小產權房」 交易市場恐慌，更有一直
拋售無果的 「小產權房」 業主開始大減價七折放盤。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二日電】

【本報訊】新華社武漢十二日消息：漢宜高鐵（武漢至
宜昌）潛江段9日下午發生路基塌陷，塌陷長度大約300米
，目前工人仍在搶修中。

據悉，具體的塌陷位置在湖北潛江市浩口鎮南灣村。此
前這一路段已經做通車試驗。當地施工人員表示，可能是前
兩天下雨導致了這次塌陷。這一標段的工程由中鐵十二局承
建。

漢宜高鐵計劃今年 5 月通車，全長 291 公里，是中國
「四縱四橫」鐵路主幹網絡中滬漢蓉高速客運專線的一部分

，其建成將結束江漢平原腹地無幹線鐵路、無客運火車的歷
史。

▼深圳梅林區的城中村大部分都是小產
權房 唐剛強攝

通常所謂的 「小產
權房」，也稱 「鄉產權
房」，是指由鄉鎮政府
而不是國家頒發產權證

的房產，即是一些村集體組織或者開發商打着新農村
建設等名義出售的、建築在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
農民自行組織建造的 「商品房」。2011 年 11 月，
《關於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政策
發布，明確指出小產權房不得登記發證。

新聞資料

▲深圳交警帶着一摞厚厚的處罰通知書到拘留所辦理手
續並要求車主熊×增簽字 黃仰鵬攝

漢宜高鐵潛江段路基塌陷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 12 日消息：中國工
業和信息化部 12 日發布了《船舶工業 「十二五
」發展規劃》。規劃提出，到 2015 年，中國船
舶工業產業體系更為完善，產業結構更趨合理，
創新能力和產業綜合素質顯著提升，國際造船市
場份額穩居世界前列，成為世界造船強國。

規劃顯示， 「十二五」期間要將環渤海灣、
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造船基地打造成為世界
級造船基地，產業集中度明顯提升，前 10 家造
船企業造船完工量佔全國總量的70%以上，進入
世界造船前十強企業達到5家以上。培育5-6個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海工裝備總承包商和一批專業
化分包商。海洋工程裝備製造業銷售收入達到
2000億元以上，國際市場份額超過20%。形成若

干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品牌修船企業。2015
年船舶工業銷售收入達到12000億元，出口總額
超過800億美元。規模以上企業單位工業增加值
能耗下降20%。

規劃同時對配套能力和水平設定了發展目標
，提出船舶配套業銷售收入達到 3000 億元，船
舶動力和甲板機械領域形成5-10 家銷售收入超
百億元的綜合集成供應商。主要船用設備製造技
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平均裝船率達到80%以上
，形成一批具有知識產權的國際知名品牌產品，
品牌船用設備裝船率達到30%以上。在船舶自動
化和系統集成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海洋油氣開
發裝備關鍵系統和設備的配套率達到30%以上。

船舶工業十二五規劃

中國要成世界造船強國

◀中國希望
「十二五」
期間進入世
界造船前十
強企業達到
5家以上。
圖為山東榮
成市黃海造
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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