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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隨近日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等城市相應的地方版房地產市場
調控細則密集出台，新 「國五條」 在中國
全面 「陸」 。幾輪調控以來，中央揮拳
力度頻增，但疾風驟雨般的調控政策一方
面 「遭遇」 多地地方政府 「高舉輕放」 ，
另一方面則遇上購房民眾五花八門的 「閃
避」 。各方力量博弈之下，新一輪樓市調
控與反調控的角力在中國上演。

魯航海者完成單人環球航行

【本報記者楚長城洛陽五日電】5日，第31屆中
國洛陽牡丹文化節賞花啟動儀式在河南洛陽中國國花
園舉行，春雨中的早開牡丹次第吐蕊而分外富麗堂皇
，吸引眾多遊客參觀。

此外，為了保證中外遊客隨時有花可賞，不留遺
憾，洛陽市各牡丹園還採取了多種人工控制花期措施
，確保遊客在牡丹文化節期間都能欣賞到成片盛開的
牡丹，在花間留下美麗的身影。

洛陽牡丹栽培始於隋，鼎盛於唐，宋時甲於天下
。據洛陽市副市長譚建忠介紹，近兩年來，洛陽在城
市道路、廣場、公園、社區、街頭綠地內增植牡丹芍

藥50餘萬株，現已成為全國性的牡丹觀賞盛地和世界
牡丹栽培中心之一，目前洛陽牡丹種植面積10萬餘畝
，年產盆花百萬盆，全市共有規模化牡丹觀賞園12個。

此外，洛陽還加大了對牡丹的科技開發力度，通
過國內最大的牡丹基因庫培育開發出近百個牡丹新品
種，並在奧運會、世博會、綠博會、台北國際花卉博
覽會等重要節會亮相。

本屆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將持續至5月5日，洛陽
市還將在各相關牡丹園舉辦牡丹燈會、牡丹插花藝術
展、牡丹盆景精品展及書畫展、中國名花展等等一系
列文化活動。

【本報訊】據新華社青島五日報道：經歷了海上
近138天、超過21600海里的艱苦航行，中國職業航海
者郭川於5日上午8時左右駕駛 「青島號」帆船榮歸母
港青島，成為第一個成就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偉業的
中國人，同時將創造國際帆聯認可的40英尺級帆船單
人不間斷環球航行世界紀錄。

7點50分左右 「青島號」在迎接船隊的簇擁下緩
緩駛入人們的視野，在迎接船隊長鳴的汽笛聲和歡呼
聲中駛入碼頭。

「青島號」尚未靠岸，歸心似箭的郭川已經抑制
不住內心的激動，縱身躍入水中游向岸上的家人。時
隔139天再次登上陸地之後，郭川長跪不起淚流滿面。

現場大屏幕上顯示的最終航行時間為137天20小
時2分28秒，不過郭川團隊隨後通過微博表示，國際
帆船聯合會正在核實 「青島號」黑匣子上記錄的數據
，精確的衝線時間還需要等待國際帆聯的最終確認。

航行時間一經確認，郭川將創造40英尺級帆船單人不
間斷環球航行世界紀錄，此前從未有人駕駛40英尺帆
船完成過這一壯舉。

願逝去的父親分享榮耀
在隨後進行的歡迎儀式上，青島市民代表向凱旋

的郭川獻上了熱氣騰騰的餃子。
「今天我特別高興，好久沒有機會見到這麼多人

，這麼多關心我的人，」郭川激動地說， 「一百多天
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有今天，到達合恩角時遙遠
地看不到家的方向，甚至幾天前在台灣海峽的狂風中
我都不知道自己和船能否完整地回到家。」

「今天是4月5日，我想向我逝去的父親說一句話
，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分享。因為在前年他離開的時候
，我在歐洲訓練，我試圖趕回來但沒有回來，最後時
刻留下了遺憾。我希望他能看到今天，在那個世界會
理解、會高興，」情到深處郭川泣不成聲。

「我還要感謝風，它是我的對手，也是我的朋友
。我要感謝它這100多天伴我，給我挑戰，帶我回
來，」郭川深情地說。

開闢世界首條 「東方航線」
郭川2012年11月18日從青島出發，開始了他的40

英尺級無助力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的挑戰。其間他獨
自一人駕駛純靠自然力量驅動的帆船（可以使用電力
導航照明等），不得靠岸或接受外界補給。

郭川的航線為從青島出發，穿過赤道，經合恩角
、好望角，最後穿過巽他海峽返回青島，創造世界紀
錄的同時也打破了有世界紀錄以來的西方航線傳統，
首次以除法國、英國外的地區作為不間斷環球航行起
末點，開闢了世界航海史上首條單人不間斷環球航行
的 「東方航線」。

國人首次 孤帆驚濤八萬里
北斗導航服務滿百天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五日消息：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正式提供亞太區域服務5日屆滿100天。中國衛星導航系
統管理辦公室主任冉承其表示，北斗系統在軌衛星和地面
系統工作穩定，通過各類用戶終端測試和評估，證明系統
服務性能均滿足設計指標要求，北斗的行業及區域應用示
範項目也在全面推進。

中國2012年12月27日對外宣布，北斗衛星導航系統開
始向亞太大部分地區正式提供連續無源定位、導航、授時
等服務。

冉承其透露，北斗個人終端車輛導航儀已完成小批量
生產，正向大批量生產過渡，將逐步進入大眾消費市場。

冉承其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說，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的應用產業推廣主要有 「北斗芯片性能水平不斷提升、北
斗行業及區域示範項目全面推進、統一標準促進北斗應用
科學發展、衛星導航已列入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推
進國家出台北斗政策法規」5方面進展。

目前，中國交通部已完成4萬多台車輛北斗終端的安
裝使用，廣東省公務車管理系統已完成1萬台北斗終端安
裝。同時，《國家衛星導航產業長期發展規劃》正在制定
；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已聯合國家有關部門，開
始制定《關於促進北斗衛星導航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冉承其稱，北斗系統今後要在確保穩定運行的基礎上
，開展性能服務提升工作，深入挖掘服務潛力，向用戶提
供高精度、高可靠的衛星導航定位服務。

據中新社北京五日報道：根據官方部署，中國35
個一二線城市應在3月底前出台新建商品房的價格控
制目標。可是直至3月31日規定 「大限」到期之時，
僅有17個城市趕在最後兩天拿出各自的房價控制目標
或執行細則。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出台房價控制目標的城市中
，除京滬外，其他城市無論房地產市場冷熱，均 「不
約而同」地將房價控制目標定在 「房價漲幅不高於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幅」。偉業我愛我家集團副總
裁胡景輝指出，針對什麼類型、區域的住房，目標房
價以何種方式統計、漲幅具體多少等問題卻未有明確
規定。

20%個稅 地方少有提及
此前引起市場強烈反應的 「售房徵20%個稅」問

題，僅有少數城市提及。即使是在規定較為詳細的北
京細則中，亦是 「明緊暗鬆」地指出若無法核實房屋
原值，則按交易價格的1%徵稅。

此外，在新 「國五條」細則中被視為對新房市場
影響最大的二套房貸政策，多地亦採取模糊處理的方
式。亞太城市房地產業協會會長謝逸楓指出，北京僅
提二套房貸首付標準提高，但成數、利率並未確定；
上海則更為模糊地表示將「適時」收緊二套房貸政策。

為應對調控大潮，普通民眾 「各顯神通」，通過

假結婚、假離婚、借名購房等各種方式閃避政策 「利
刃」。

在新 「國五條」細則出台的3月，北京、青島、
濟南等多個城市均有媒體報道出現民眾結婚離婚人數
激增、民政局異常忙碌的情形。天津一些區域在3月
迎來 「離婚高峰」，民眾連夜拿號排隊等待離婚。

日前，江蘇省高院公布一份報告，為新 「國五條
」可能引發的糾紛提供司法對策，其中表示，假離婚
弄假成真要求復婚者不予支持。此外，該報告還對通
過 「陰陽合同」、 「借名購房」、 「以抵債為名購房
避稅」等其他方式購房或避稅可能引發的糾紛提出司
法對策。

事實上，在地方債務高企、嚴重依賴土地財政、

投資渠道匱乏、城鎮化不斷推進等因素影響下，中國
樓市匯聚了大量的利益鏈條，也成為各方力量的 「博
弈場」，造就當前樓市的 「糾結」局面。

樓市調控仍需長效機制
雖然中央近年來推出幾輪調控政策以平抑房價，

但一方面，地方政府在 「土地經濟」和 「債務經濟」
的慣性下，選擇模糊化中央政策、 「打太極」；另一
方面，普通民眾在房價 「越調越高」的怪圈中無奈通
過 「擦邊球」的方式， 「夾縫求生」。

北京理工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周畢文告訴記者
，調控政策的雙面性和不同的解讀使其效果難測，樓
市調控仍然需要長效機制。

洋奶粉商向中國消費者致歉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五日消息：瑞士璽樂集團5

日就其旗下產品天賦美素發表公開聲明，對美素問題奶粉
事件給中國消費者帶來的困擾表示歉意，並稱將提升對供
應鏈的全程監督。

瑞士璽樂集團發給新華社記者的聲明，針對其在中國
銷售的天賦美素產品總結如下：所有罐裝產品一直以來均
符合中國嬰幼兒奶粉標準；位於蘇州的二級經銷商進行的
產品改標是未經允許的行為，改標產品僅限於盒裝產品；
所有盒裝產品皆符合歐洲嬰幼兒奶粉標準或中國嬰幼兒奶
粉標準；所有璽樂 「天賦美素」產品均產自荷蘭，安全並
可放心食用。

針對近期改標 「天賦美素」奶粉流向市場事件在公
眾中引發的擔心和不安，璽樂集團表示，向受此困擾的
中國消費者父母們致歉，並將努力提升對供應鏈的全程
監督。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五日消息：
記者從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獲悉，5
日凌晨5點55分，中國空間環境垂直探測
及首次空間科學主動實驗在位於海南省儋
州市的中科院海南探空部進行，並取得圓
滿成功。

實驗總指揮、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
心主任吳季介紹，在這次空間科學實驗中
，探空火箭在200公里高度附近的電離層
中釋放了1公斤金屬鋇粉，金屬鋇在太陽
光的照射下迅速電離，形成了鋇雲，通過
對鋇雲演化的觀測，可以研究近赤道區電
離層的動力學特性。這樣的空間科學實驗
被稱為主動式的實驗，在中國是首次開
展。

同時，這一實驗的成功將為研究空間
環境主要物理參數在不同高度上的垂直分
布提供原位探測數據，對低緯度空間環境
垂直分布特徵開展研究，為地基遙感觀測
設備進行標定。

據介紹，此次實驗火箭飛行高度191
公里，從起飛到濺落共飛行約8分鐘。探
空儀上搭載了三種科學探測儀器，包括探
測電子和離子垂直分布的朗繆爾探針，探
測空間電場垂直分布的空間電場儀，以及
研究電離層動力學特徵的金屬鋇釋放裝
置。

承擔此次實驗任務的運載火箭─天
鷹3E型火箭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所
屬航天動力技術研究所研製。鯤鵬一號探
空儀由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中科院
西安光機所和奧地利格拉茲大學共同研製
。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是實驗的總體
單位，同時負責火箭發射場、遙測、地面
及科學應用系統任務。

中科院海南探空部於1986年建立，除
具備探空火箭發射能力外，還擁有近十種
空間環境地基綜合觀測設備，其近赤道的
地理位置在國際上具有突出觀測優勢。

4月5日，2013中國航天太空搭載全國巡展──石
家莊展場內，一枚長度超過58m，最大直徑3.8m，用
了30多噸鋼材建造的神九巨型火箭模型，吸引大批參
觀者。本次在河北省博物館展出的中國航天太空搭載
全國巡展由中國高科技產業化研究會主辦，神舟九號
飛船模型、中國自行研製的航天服等展品讓普通市民
得以零距離感觸航天高科技。 中新社

「神舟九號」 現身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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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牡丹迎遊客

▲春雨中的早開牡丹次第吐蕊而分外富麗堂皇，
吸引眾多遊客參觀 本報記者楚長城攝

▲4月5日上午，48歲的青島籍船長郭川在經歷
138天的漫漫航行後，榮歸青島母港 中新社 ▲郭川駕駛的 「青島號」 帆船 中新社

▲ 4月1日，北
京市迎來 「國
五條」 細則實
施後首個工作
日，不少市民
辦理過戶手續
。圖為在北京
市海淀區房屋
管理中心諮詢
台前等待諮詢
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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