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首家房產公司破產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10日消息：鑒於薄熙來同
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
》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
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
查。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10日消息：新華社記者從
有關部門獲悉，2月6日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
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 2011 年 11
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
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覆查組，本着實事求

是的態度，依法進行了覆查。
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

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
盾並不斷激化。

經覆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
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

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
司法機關。

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容踐踏。不論涉及到誰，只要
觸犯法律，都將依法處理，決不姑息。

薄熙來嚴重違紀立案調查
公安機關覆查尼爾．伍德死亡案

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妻和薄家勤務
人員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專家指僅屬個案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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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起藥醫違法廣告被查處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日電】位於白雲區的廣州（中
國）農民工博物館正在加緊建設，計劃八月中旬前完工。博
物館從今年3月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徵集展品。博物館展
品徵集辦公室主任張寶穎表示，目前已徵集到的展品近千件
，包括：農民工創作的書畫、來穗就業的務工證、暫住證、
借書證、異地參保人廣州就醫登記卡、 「見義勇為」榮譽證
書、廣州外來工籃球隊歷史圖片以及鐮刀、打撈水上垃圾用
網兜等實物，展現了農民工工作、學習、文娛等方面生活現
狀和歷史。

【本報記者陳小娟、實習記者王悅東莞十日電】東莞市市長袁寶成今天上午在會
見香港工業總會代表團時表示，廣東外商投資企業產品（內銷）博覽會今年將從省級
升格為國家級，成為東莞首個國家博覽會。升級後的外博會將由商務部主辦，於今年
9月舉行，有望進一步協助外資企業打開內銷市場。

為應對金融危機，幫助外資企業開拓國內市場，廣東省於2009年舉辦了首屆外
博會，舉辦地點是作為全國外貿風向標的東莞。外博會定位為外企生產的時尚、高端
的終端消費品專業年展，為外企打通國內外消費市場提供平台。2010年，國家商務
部批准外博會永久落戶東莞厚街鎮，每年舉辦一屆。

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辦公室副主任雷子君向
《第一財經日報》證實，今年 3 月 30 日，該院受理
了金星房產破產清算案。

債務纏身 欠稅千萬
據了解，金星房產是一家是非不斷的公司，旗下

項目西城時代家園曾多次延期交房，引發糾紛；在此
期間，約 50 套未售房源因債務問題被法院查封；此
外，杭州市地稅局發布的一則欠稅公告顯示，西城時
代家園項目欠稅2398萬元，在16家欠稅企業中名列
第二。

據網上公開資料顯示，金星房產曾5次轉讓股權
，欠款4000萬，欠稅2398萬，在今年杭州市地稅局
曝光欠稅所有企業中排名第二。它的母公司為浙江中
江控股，而中江控股集團也已經申請破產保護。因此
，其申請破產的消息並未令人意外。

金星房產申請破產吸引了業內外的關注。中原地
產研究部總監張大偉表示： 「金星申請破產應該屬於
一個個案，對於目前的市場來說，除非公司旗下項目
已接近售罄，不然的話，底價轉讓股權等手段是可以
解決開發商資金問題的。因此，金星的破產實際影響
不會很大。」

或推進房市調控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認為，破產

事件還會增加，但數量不會太多。金星申請破產可以
視作持續的調控和市場低迷形勢之下，開發企業經營
和資金都遇到困難的縮影，少數企業困難非常大，處
境艱難。但可以通過少拿地、少開工、降價賣房、轉
讓項目等實現儲備現金。

有業內人士稱，眼下不少企業都面臨資金問題。

多數企業避免破產可以有很多辦法，但將有更多的企
業被淘汰則是可以預見的。

不過，杭州市余杭區房地產協會會長尤出陽認為
，金星房產破產主要是由中江集團投資失敗引發的連
帶反應，並非本輪房產調控政策所致。

在他看來，金星房產破產只是個案，不具有普遍
代表性。目前，余杭區乃至杭州全市商品房出現價格
下跌，成交量有所回升，房地產企業資金有所緩解。
他說，日前在該協會召開的座談會上了解到，房地產
企業資金鏈狀況 「還好」。

杭州一資深記者認為，進行破產可以視作持續的
調控和市場低迷形勢之下，開發企業經營和資金都遇
到困難的縮影，破產的企業還會增加，特別是中小房
地產公司。

也有業內人士預測：房企破產事件可能會加速房

企以價換量，推進房地產調控的深入。也有悲觀者認
為，房企的小範圍破產也可能會引起地方政府的恐慌
，再次引發地方政府的救市決心。

在樓市調控背景下，杭州出現首例房
企申請破產案例。內地多家媒體報道了杭
州金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申請破產一案
，由此內地房地產企業資金鏈狀況引起普
遍關注，會否陸續再有房企破產業界多有
揣測。

【本報記者王春苗杭州十日電】

【本報訊】中國國家工商總局10日上午公布的最新抽
查結果顯示，同聯奇方耆鹿逐痹口服液等15起藥品、醫療
廣告嚴重違法。

中新社北京 10 日消息：國家工商總局對 2012 年 2 月中
國全國部分電視、報紙、廣播等媒體發布的醫療、藥品、保
健食品、化妝品及美容服務類廣告進行了監測抽查。監測抽
查發現嚴重違法廣告是：同聯奇方耆鹿逐痹口服液藥品廣告
、十五味龍膽花丸藥品廣告、新研救爾心膠囊藥品廣告、木
竭膠囊藥品廣告、丹神抗骨質增生丸藥品廣告、心腦欣片
（億天欣惱組合）藥品廣告、固本延齡丸藥品廣告、十一味
甘露膠囊二十五味珍珠丸藥品廣告、淄博昌國醫院醫療廣告
、寧夏生殖保健院醫療廣告、蘭州中西醫結合醫院醫療廣告
、太原愛樂眼科醫院醫療廣告、天津歐亞肛腸醫院醫療廣告
、同仁益健茶保健食品廣告、HD元素食品廣告（生產廠家
為武漢東方之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國家工商總局稱，這15起違法廣告或利用專家、患者
的名義和形象作證明，誤導消費者，或宣傳診療技術，含有
不科學的表示功效的斷言和保證，或出現與藥品相混淆的用
語，宣傳食品的治療作用，均嚴重違反廣告法律、法規規定。【本報記者陳小娟、實習記者王

悅東莞十日電】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
志平今天率代表團拜會東莞市市長袁
寶成，交流內地港企在當前經濟形勢
下面臨的發展困難。與會的代表團成
員表示，當前珠三角的港企處於 「內
憂外患」的境地，主要面臨融資難、
缺少人才、缺少技術、開拓內銷市場
困難等問題。

與會的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
灝表示，目前珠三角港企受到生產成
本上漲、缺電、缺工、出口市場偏弱
等負面因素，很多港企正在 「十字路
口」上，不知如何選擇未來發展方向
。據工總調查顯示，東莞中小港資企
業的融資成本平均已達到12%以上，
由於經濟大環境低迷，企業利潤下降
，融資難、融資成本過高已成為阻礙
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一大難題。

工總副主席林宣武提出，目前東
莞的生產鏈收縮很大，有可能面臨斷
裂的危機。受到歐債危機影響，東莞
港企的原有買家現在無錢買貨，企業
接單困難，不少企業處於 「開兩日停
一日」的狀態，有製鞋的企業就將工
廠搬到了越南。林宣武認為，在生產
成本高漲、產品競爭力下降的情況下
，港企只有提高技術水平才能繼續生
存，希望獲得當地政府在學術資源方
面的支持。

工總製衣業分組主席鄭文彪則指

出，目前珠三角的企業大量需要設備
操作員等製造業人才，但廣東省各職
業技術學院的學科設置卻以服務業為
主，這使得企業要花更多獎勵將普工
培養成專業工人。建議政府加強校企
合作，並提高職業培訓的津貼，幫助
企業提高工人素質。

香港工業總會有 3000 多會員，
其中大部分會員在東莞都有投資設廠
。鍾志平表示，希望東莞市政府能幫
助港企建立更多的自有品牌，協助企
業打開內銷市場。

東莞承諾不放棄製造業
對於代表團成員的反映，袁寶成

回應稱，東莞可以向外企承諾，絕不
放棄製造業和中小企業。袁寶成表示
，東莞的發展目標是成為珠三角地區
製造業最強的城市，未來希望能發展
與製造業相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目
前東莞正在研究出台一系列為中小企
業減負，扶持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政
策。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東
莞市金融局局長葉浩鵬表示，東莞今
年將再度實施新的 10 億元融資支持
計劃，分擔企業融資難題。此次扶持
資金主要針對工業型的中小微型企業
，企業可享受實際支付利息金額的
30%補貼，最高貼息可達30萬元。

融資成本高 轉型升級難

珠三角港企缺錢缺人缺技術

【本報記者龐旭北京十日電】近年來
，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已成為發展較為迅速
的新型信貸方式，對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
融資難題、加速知識產權資本化起到積極
作用，但知識產權價值評估難定、第三方
擔保缺席、信貸補償機制不完善等因素仍
桎梏其發展。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管理司
巡視員吳寧燕今日在京表示，今年將通過
與銀行深化戰略合作關係、培育中介服務
機構等措施推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業務的
發展。

2010年8月，國家知識產權局聯合財
政部、銀監會等六部委共同下發了《關於
加強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及評估管理支持中
小企業的通知》，並分批開展試點工作。
2011 年，全國近有 20 個地區已開展知識
產權質押融資、投融資服務及創建知識產
權投融資綜合試驗區等試點工作，全年共
有1721件專利實現質押金額81億元，439
件商標權實現質押融資金額 110.2 億元，
418件軟件實現著作權質押擔保金額12.36
億元。

吳寧燕表示，今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將
在北京、武漢、江蘇、浙江等 16 個重點
地區，深化與交通銀行關於中小企業知識
產權金融服務的戰略合作，努力擴大服務
覆蓋區域，並積極推動有關部門繼續出台
優惠政策，以支持知識產權評估、交易、
擔保等先關服務機構能夠進入市場，研究
支持社會資本創辦知識產權投融資經營和
諮詢管理活動。

吳寧燕還透露，國家還將建立適合中
小企業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特點的風險補償
和盡職免責機制，支持引導各類信用擔保
機構為支持產權交易提供擔保服務，建立
社會化知識產權權益擔保機制以及多層次
風險分擔機制。同時，通過培育綜合性的
中介服務機構，鼓勵商業銀行探索新型的
金融服務方式，共同建設專利權質押、融
資的公共服務平台。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鍾志平（左）率代表團拜會東莞市市長袁寶成（右），會
面結束後互贈禮品 王悅攝

深
化
銀
行
合
作
協
助
企
業
融
資

知
識
產
權
局
力
推
專
利
權
質
押

▲中央決定停止薄熙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
職務。圖為薄熙來與妻子及兒子的合照 資料圖片

▶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
機關專門成立了覆查組 資料圖片

▼杭州金星房產旗下項目西城時代家園欠稅
2398萬元 新華社

▲9日，承包商章某在得知金星房產申請破產的
消息後來到 「西城時代家園」 打探情況。他所在
的公司為 「西城時代家園」 提供了上百扇防盜門
，涉及金額20餘萬元 新華社

東莞外博會升格為國家級

■穗農民工博物館八月完工

◀廣州外來
工籃球隊歷
史圖片

袁秀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