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日報原社長被立案調查
廣州市紀委20日下午通報了今年以來全市紀檢監察機

關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情況，其中廣州日報社原社長戴玉慶因
違規提拔下屬、收受巨額賄賂，已由廣州市紀委立案調查。
而此前爆出的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何靖一案也有進一步披露
，紀檢機關稱其收取巨額賄賂並長期與多名女子保持不正當
男女關係，目前也被 「雙規」調查。

據介紹，戴玉慶2006年至2011年任職廣州日報社社長
期間，涉嫌利用職務便利，違規提拔下屬，為有關涉案人員
獲取廣告業務提供幫助，收受下屬及廣告客戶所送巨額賄賂
。戴玉慶涉嫌嚴重違紀，涉案金額有待進一步核實，目前已
由市紀委立案調查。

（本報記者鄭曼玲、實習記者何欣）

■滬光明奶酪製品下架
上海著名乳製品企業光明集團出產的奶酪製品 「小小光

明」（俗稱 「寶寶奶酪」），最近被揭有問題，也是該集團
三個月來的第六款問題產品。上海質監部門今對此事件給出
的明確定性指出，光明乳業未依照規定就小小光明寶寶奶酪
添加含有乳礦物鹽的食品添加劑一事向質監部門報告，存在
隱瞞相關事實的不誠信行為。

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楊俊日前表示，市工商部門已通
知各大超市賣場開展自查，對問題產品進行下架。

（本報記者夏微）

深保障房改革深保障房改革獨步全國獨步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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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新舉措。深圳市20日出台《深圳市
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創新綱要》，將在全國首次把住房保障對象，從
戶籍低收入家庭擴大到戶籍無房家庭和非戶籍住房困難人才家庭。
非當地戶籍可上保障房，在全國屬於首例。《綱要》的另一亮點，
是借鑒香港公屋制度，提出建立保障性住房內部流轉機制，一改以
往容許出售而造成的尋租問題。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日電】

彝良悼念地震遇難者

簡訊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日電】為鼓勵企業在當地設
立總部，深圳市政府昨日出台《深圳市鼓勵總部企業發展暫
行辦法》（下稱《辦法》），將對符合條件的總部企業給予
不超過 5000 萬元的獎勵，購置總部自用辦公用房的，可享
受相當於房價5%的一次性補助。

申請資格方面，《辦法》規定，若為新設立的企業，其
在深圳實繳註冊資本不能低於5億元（人民幣，下同），且
其控股母公司總資產不低於100億元，上年度產值規模（營
業收入）不低於100億元。另外，必須承諾新設立的企業在
認定次年，納入深圳統計核算的產值規模（營業收入）不低
於50億元，且在深圳形成的地方財力不低於6000萬元。對
於由原註冊地遷入的企業，《辦法》亦訂明了申請的資格。

被認定的總部企業，在認定當年即可獲得落戶獎勵
1000 萬元，如果企業在認定後第二年，納入深圳統計核算
的產值規模（營業收入）超過50億元，每年超出20億元可
再獲獎勵500萬元，但累計落戶獎勵不超過5000萬元。

租買辦公樓均有優惠
用房方面，在深圳市無自有辦公用房的，自認定之日起

3年內，租用總部自用辦公用房（不包括附屬設施和配套用
房）的，每年按每平方米500元的標準給予補助，每年補助
金額不超過150萬元；購置總部自用辦公用房（不包括附屬
設施和配套用房）的，按購房房價5%的標準給予一次性補
助。經認定的總部企業，可以按照有關規定申請購買政府投
資建設的公共租賃住房，並按照只租不售原則解決職工住房
問題。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日消息︰雲南省彝良縣
20 日上午為 「9．7」地震遇難者舉行悼念活動，當
地各界近兩千人參加了悼念活動，在事發時的 11 時
19 分起，全縣人民默哀三分鐘，汽車鳴笛、防空警
報鳴響。另一方面，中央財政先後撥付的7.5億元救
災資金以及相關物資亦已全部到位。4萬多名災民中
，大部分已回家生產自救，或被疏散到安全地方。

9月7日11時19分，彝良縣和貴州省畢節市威寧
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交界發生5.7級地震，因災死亡
81 人（其中彝良縣死亡 79 人、昭陽區 2 人），受傷
821人。據當地媒體報道， 「9．7」地震發生後，彝
良縣受災群眾達 20 萬人，雖然通過投親靠友、就地
安置等共分散安置了 15 萬餘人，縣城還是湧進了
4.35萬名受災群眾。

道路保通工作艱巨
為讓受災群眾有地方住、有飯吃、有乾淨水喝、

有傷病得到醫治，災區聯合指揮部在縣城建設了4個
臨時集中安置點。目前，彝良抗震救災工作將在絕不
放鬆應急搶險和防止次生災害發生的同時，把工作重
點轉移到以過渡安置為主和抓好恢復重建的各項準備
工作中來。當前的急務，是如何確保因 「9．7」地震
和 「9．11」洪澇災害破壞的路段暢通。

為讓受災群眾有衣穿、有飯吃、有水喝、有臨時
住所、有學上和有病及時得到醫治，確保受災群眾思
想穩定、災區社會安定和諧，在 2012 年 9 月 17 日至
12 月 17 日 3 個月過渡時間內，彝良縣給予受災群眾
每人每天 10 元的生活補助。房屋倒塌戶的重建工作
將在明年6月底前完成。

7.5億賑災款全部到位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二十日電】民政部部長李

立國今天在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回答大公報記者提
問時稱，雲南彝良5.7級地震發生後，中央財政先後
撥付 7.5 億元救災資金，同時還調撥了 12600 頂帳篷
、10000 件棉被、10000 件棉大衣和 5000 個摺疊床等
救災物資，這些救災物資目前已經全部到達災害現
場。

李立國介紹說，上述7.5億元救災資金主要用於
應急轉移安置、民房倒損恢復重建、過渡期生活救助

和死亡人員撫慰金的發放，以保證受災群眾的基本生
活和恢復重建的順利進行。這些資金撥到雲南省後，
已下撥受災的昭通市和彝良縣一部分，用於支持地方
政府和基層組織的救災工作。中央財政還安排了3億
元綜合財力補助，用於災區基礎設施和一些醫療救治
方面的補助。

另據新華社報道，目前雲貴兩省 60.2 萬受災群
眾的飲水問題已經基本解決。

災民已獲安置 坍屋重建明年中完成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二十日電】在深圳決定讓非戶籍人口申請保障房的同
時，《深圳戶籍制度改革實施方案》20日獲深圳市委常務會原則通過，其中特
別強調要縮窄深圳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的差距、推動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降低入戶門檻，務求逐步使人口結構合理優化。

人口總量逼近承載能力極限，一向是深圳等一批沿海大中城市最緊迫的社會
問題之一。作為一個典型的 「移民城市」，近年來深圳資源 「瓶頸」問題凸顯，
城市發展空間不足，水、電、油、運全面緊張。目前，深圳登記在冊的非戶籍人
口達到了1280萬人，戶籍人口則有274.7萬。

根據深圳市人口 「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深圳實際管理和服務人口將達
1300萬、年末常住人口將達1100萬，與400萬的戶籍人口相比，巨大的懸殊只
是相對緩解。《深圳戶籍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提出，深圳將從實行基本公共服務
的均等化入手，解決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倒掛問題。

近年來深圳一方面在降低戶籍政策的門檻，加大戶籍計劃的數量，另一方面
也在推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試圖讓所有外來人口在深圳享受到與戶籍人口
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在教育方面，在針對非深戶子女入學的 「1+5」政策之下
，輔以全面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非戶籍人口在深圳接受義務教育已不是難
事。在醫療與社會保障方面，深圳已經建立起覆蓋戶籍與非戶籍人口的醫療保險
和養老保險政策，農民工在深圳也能享受醫保。

深誘企業總部落戶
最高獎勵5000萬元

▲為鼓勵企業總部落戶深圳，市政府特別提供最高五千
萬元的獎勵。圖為創維集團總部 網絡圖片

20日，距雲南彝良
「9．7」地震整整過去

13天，彝良縣城羅炳輝
廣場，數千民眾集體默哀3分鐘，悼念地震中遇難的
同胞。

在這個天氣陰沉的早上，低沉的哀樂在山谷回響
。廣場中央的紀念平台上，白色蠟燭圍成心形，中間
由黃色菊花拼成 「9．07」的字樣。

當地政府官員、工人、農民、學生等各界人士以

及參加救援的公安民警、消防、武警官兵來到平台前
，獻上菊花以寄託對遇難同胞的哀思之情。

紀念活動中，彝良民眾紛紛表示要用重建家園的
實際行動告慰遇難同胞。彝良中學教師楊明告訴記者
： 「逝者已矣，生者堅強。在那麼多人的幫助下，我
們要重新振作，建設新的美好家園。」

雲南省彝良縣委書記曹阜忠說： 「地震可以摧毀
我們的家園，但不能摧毀我們的意志。彝良人會用實
際行動打贏抗震救災這場攻堅戰。」 （中新社）

▲不少倖存者矢言化悲憤為力量，以實際行動建
設家園，告慰死難同胞 中新社

倖存者：重建家園告慰遇難同胞
特寫

▲2000多名彝良民眾，20日為 「9．7」 地震死難者舉行悼念活動 新華社

《深圳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創新綱
要》提出了擴大住房保障範圍、建立輪
候制度、嚴格准入與推出管理等十項改
革舉措，首次把保障性住房的 「租售」
與 「補」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建
立和完善 「租售補」相結合的住房保障
方式，即 「租─公共租賃住房、售
─安居型商品房、補─貨幣補貼」
的保障方式，明確提出減少直至停止經
濟適用房的供應。其中，針對低保家庭
、低收入家庭和夾心家庭出租的公共租
賃住房，分別按照市場租金的10%以下
、30%到 50%左右、50%到 70%左右確
定，並逐步實現低保家庭的免租入住。

保障房禁轉售效法香港
深圳市今次住房保障改革經過多次

考察，在保障房分配上充分借鑒香港經
驗。香港公屋政策目標承諾，在照顧不
能負擔私人市場租金的居民的同時，對
申請公屋有嚴格准入制度，而且優待弱
勢群體，同時實行特殊輪候制度。

參照香港做法，深圳決定實行保障
房封閉運作，這在全國尚屬首次。以後
深圳的保障性住房將不能和商品房一樣
租售，只能租售給保障性群體，保障房
將形成一個特殊市場，買賣將在符合被
保障條件的群體中流轉，獲利空間有限
。在之前的保障房制度中，保障房在居
住一定年限後，戶主可申請完整產權，
之後可在市場交易，以致諸如 「豪宅門

」、 「公務員通過保障房申請審查」等
事件頻現。《綱要》明確禁止保障房上
市交易，解決了此一問題。

深圳市住房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陳藹
貧表示，深圳保障房新政率先在全國建
立起涵蓋住房保障從建設、分配、管理到
退出的一系列頂層設計。保障房是政府
的一種救濟手段，禁止上市交易，實現內
部封閉運作，一來可避免其對商品房市
場的價格影響，二來可規避不良鑽營行
為，保證其良好運行，更重要的是確保政
府能夠持續解決住房困難的增量問題。

人均住房不少於15平方米
此外，《綱要》還提出，深圳市新

供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應當盡量安排在
周邊配套較成熟、公共交通較便捷的地
區。堅持適度保障原則，按照住房困難
家庭的人口結構，一至兩人、兩至三人
、三至四人、四人及以上家庭分別配置
建築面積為 35 平方米、50 平方米、65
平方米和 80 平方米左右的保障性住房
。人均住房保障基準建築面積按照不低
於15平方米配置。

到 「十二五」期末，深圳保障性住
房與商品住房套數的比率由25%提高到
35%；戶籍家庭住房保障率達到 90%；
其中，戶籍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率達到
100%；非戶籍人才群體住房保障率達
到80%；住房保障覆蓋常住人口比率達
到25%。

深戶改促公共服務均等化

▲容許非深戶籍人士上樓以及禁止私人轉售，是深圳新一輪保障房改革的
兩大亮點。圖為深圳市桃源村三期保障房 王一梅攝

■中國高鐵在建里程逾萬公里
第三屆 「現代鐵路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20

日在南昌召開，鐵道部副總工程師趙國堂在論壇上稱，截至
目前國家高鐵營業里程達 6894 千米，在建高鐵 1 萬多千米
，已成為世界上運營里程最長、在建規模最大、系統技術最
全、集成能力最強、設計速度最高的國家。

趙國堂透露，目前哈大、京石武、蘭新二線、滬昆、大
西、貴廣、合蚌、合福、寧杭、瀋丹、哈齊等高速鐵路，以
及一批城際鐵路建設進展順利，將在 2015 年前相繼建成。
中國高鐵目前日均開行動車組1579列，發送旅客約133多萬
人次，佔全路發送量的25.7%。京滬線（北京至上海）日均
發送14.6萬人，最高日29.4萬人。

「現代鐵路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由華東交通
大學和俄羅斯伊爾庫茨克交通大學於 2008 年共同發起，旨
在為世界各國鐵路工程領域的專家和學者，提供交流最新研
究成果、探討關鍵問題和創新技術的國際化交流平台。會議
每兩年舉辦一屆，交替在中國和俄羅斯舉行。

（中新社）

▲光明集團
出產的奶酪
製品 「小小
光明」 最近
被揭有問題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