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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省区市近 10

年实践基础上，各级党政

主要领导负责制的“河长

制”将在全国推行。河长

制核心是党政首长负责

制，要像抓粮食安全一样

抓水安全；要打破“环保

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

尴尬局面；更要全社会齐

心参与，久久为功——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讯 记者亢舒报道：近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及收
费优惠减免政策，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行为，保护不动
产权利人合法权益。

通知明确，实行“房地一体”登记，即将现行房屋
及其建设用地分别登记、两次收取登记费，统一整合为
一次登记、只收取一次登记费。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其建
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实行零费率。住宅类不
动产登记收费标准为每件 80 元，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
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按规定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
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

通知规定，对 16 种不动产登记实行收费减免优
惠。一是减半收取登记费。包括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
登记；不动产权利人姓名、名称、身份证明类型等发生
变更申请变更登记；同一权利人因分割、合并不动产申
请变更登记等4种情形。二是免收登记费。包括小微企
业 （含个体工商户） 申请不动产登记；申请与房屋配套
的车库、车位、储藏室等登记，不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
证书的；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不动产坐落的街道、门牌
号或房屋名称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用地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
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林、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
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
农用地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生产，
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登记的；
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土地、房屋等确权变更而
申请变更登记的；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免收的等8
种情形。三是只收取证书工本费，每本 10 元。包括申
请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所有权登记；单独申请宅基
地使用权登记；夫妻间不动产权利人变更，申请登记；
因不动产权属证书丢失、损坏等原因申请补发、换发证
书的等4种情形。

据介绍，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可减轻不动产登记
申请人负担约5亿元。

不 动 产 登 记 收 费 标 准 明 确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收取80元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讯 记者佘颖
报道：“双11”的商品价格是不是真优惠？
中消协今天发布的“双11”价格跟踪调查
显示，仅27.8%的商品“双11”价格低于之
前售价，超过一半商品价格与之前持平，
16.7%商品“双11”价格比平时还高。

调查显示，10月20日至11月25日，
中消协组织调查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
选择购买淘宝、天猫、京东等13家网购平
台标示折扣力度较大的商品进行调查取
证，结果发现部分商品涉嫌先涨价后降

价。例如，天猫平台一款 coach 女包在
10月23日至11月11日记录时间段中存
在标价上涨情形，从 1199 元涨至 1499
元，随后11月11日标价下降为1348元。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商平台要
建立健全价格审查把关机制，如实、全面
记录、保存促销活动所涉及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售后等重要内容。同时，要完善信誉
评价体系，发现平台商家涉嫌违反相关价
格法律规定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举报。

16.7%商品“双 11”价格高于平时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就业扶
贫工作视频会议上指出，要紧紧围绕促进未就业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和促进已就业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两大核
心任务，使有意愿有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加速转移，使有岗
位有就业的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人社部要求，各地要用足用好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
信息平台，夯实基础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定期评估反馈，
进一步夯实工作基础；要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省际结对
协作机制框架下，相应建立和完善对口劳务协作机制，将
劳务协作作为就业扶贫工作的重要手段。

就业扶贫成脱贫重要渠道

贫 困 劳 动 力 转 移 步 伐 加 快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
确，到 2018 年底我国将全面建立“河长
制”。12 月 12 日，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经济日报》
记者提问时表示，“河长制”具有坚实的
实践基础，是水治理体制的重要创新，对
于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首长负责

河湖有人管管得好

“河长制”，简言之，就是由党政负责
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湖管理保
护。这个由江苏无锡首创、源于蓝藻暴
发的水环境管理制度，在无锡实行一年，
辖 区 主 要 河 流 考 核 断 面 达 标 率 就 从
53.2%提高到 71.1%。党政负责人挑起
河湖管护的大梁，成效显著。此次《意
见》沿用这一创新，提出由党政一把手管
河治湖，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
体系，各级河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

“现在全国河长情况差别比较大，有
的省份最高级别河长是省委书记，有的
地方最高级别只是市长。”周学文表示，
针对这一问题，《意见》对河长的设置做
出了明确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
立总河长，由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来担
任。各省区的行政区域主要河湖设立河
长，由省级领导担任。同时河湖流经的
市、县、乡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的
负责同志担任。

目前，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海南 8 省市已全境推行“河
长制”，16个省区市部分实行“河长制”。

如何理解“全面建立”？周学文解释
说，地方政府要有一个具体的工作方案、
一个完善的工作机制和一套管用的工作
制度。明确各级河长人选、主要任务、组
织形式、保障措施等内容。同时，确立牵
头部门，成立“河长制”办公室落实好各
项任务。此外，还需建立包括河长会议

制度、信息共享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考
核问责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一河一策

因地制宜共同发力

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
域和行业。“北方有河皆干，南方有水
皆污”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南北
方不同的水环境问题，确实要对症下
药。因此，《意见》 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因地制宜。要求立足不同地区不同
河湖实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实行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解决好河湖管理
保护的突出问题。

“在这方面，‘河长制’能发挥优势，
起到攻坚克难的作用。”环保部水环境管
理司司长张波表示，水污染防治过程当
中，最容易遇到地方产业结构不合理问
题。由地方党政首长挑头治理河流，能
更好地因地制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
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
布局。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
水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不行，必须统筹
上下游、左右岸“共治”。纵向上，各级

“河长”形成治水“首长责任链”；横向上，
发展改革、水利、国土、环保等各有分工，
相互配合。

“‘河长制’实施以后，水利部与环保
部将成立一个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一
些重大问题加以协调。”周学文表示，两
部门能实现信息共享，涉及到一些水污
染事件，环保部门主导，水利部门配合，
共同减少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河
长制’的实施没有改变原来部门之间的
职责分工，却能促使部门之间搭建一个
合作与协作的平台。”

强化监督

全民共建久久为功

河湖治理需久久为功，“河长制”重
在建立水清岸绿的长效机制，变集中式

治理为常态化治理，使河湖保护工作更
加细化，考核更加严格。《意见》全面升级
各级河长的河湖管理和保护工作，目标
由原来的“水质达标”升级为生态、供水、
防洪等为一体的河道全面长效管护。具
体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牵头组织对侵占
河道、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砂等
突出问题进行清理整治，协调解决重大
问题，对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长履职情
况进行督导，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出
考核。

“各地实践表明，‘河长制’能不能取
得实效，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考核是
不是严格。”周学文说，为推动河长主动
管护河流，《意见》强化监督、严格考核，
依法治水管水，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
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考核谁、考核什么、考核结果怎么
用，是《意见》重点解决的三个问题。周
学文说，县级及以上的河长负责组织对
相应河湖的下一级河长进行考核，主要
是考核“河长制”的进展情况。考核结果
将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也就是追究河长的责任。

从“河长制”到“河长治”，还要靠全
社会参与。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
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是
实行“河长制”的一大目的。《意见》要求
建立河湖管理保护信息发布平台，通过
主要媒体向社会公告河长名单，在河湖
岸边显著位置竖立河长公示牌，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这意味着“民间河长”“企
业河长”“百姓河长”将大有作为。

2018 年底我国将全面建立“河长制”，水治理体制创新迈出重要一步——

“ 河 长 制 ”守 护 河 长 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华林

在江西宜春市靖安县，古老的北潦
河自西向东，从群山中蜿蜒流过。60岁
的双溪镇香田村村民熊洪珍在北潦河边
生活了半辈子。这几年，她感觉到水环
境正慢慢变好。“原来涨一次水，水面上
都是垃圾，现在看不到喽！”熊洪珍说。

垃圾成堆、时有腥臭，曾经是香田
村人关于北潦河的记忆。随着“河长
制”的推行，这一切终于有了缓解。
2015 年，江西开始实行区域与流域相
结合的“河长制”，设立省、市、县

（市、区）、乡 （镇、街道）、村五级河
长。由省委书记担任省级总河长，省长
担任省级副总河长，其他省领导分别担
任赣江、抚河、修河、鄱阳湖、长江江
西段省级河长。

“‘河长制’让每一片需要保护的
水域有了责任主体，使原本无人愿管、

易受污染的河流有了主人。”江西省水
利厅厅长罗小云表示，河流养护落实到
党政领导身上，首先解决了原河道水环
境管理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

“有问题找河长。”靖安县委书记田
辉，也是靖安县境内河湖的总河长，他
给河长们建了个易信群，在这个群里，
有200多位河道巡查保洁员，还有多名
县级、乡镇、村级河长，他们组成靖安
县河流的保护网络。“只要报告哪里有
河道破坏、水利设施损毁等情况，就得
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田辉说。

“河长制”实施后，靖安的河变清
了，岸也绿了，但更大的变化还在于
人。“以前没人管，你扔我也扔。现在
镇长、村委会主任没事就会来走走，保
洁员每天下河打捞垃圾，大家也不好意
思再乱扔乱排了。”田辉说。

江西：有问题找河长
本报记者 李华林

近年来，鄱阳

湖水位持续走低。

据江西省水文局监

测，11 月 3 日 8 时，

星 子 站 水 位 跌 至

10.6 米，通江水体

面 积 924 平 方 公

里，不足丰水时期

的八分之一。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随着电商步步紧逼，实体零售业面临
巨大冲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最新统计
显示，2002年连锁百强中，如今还在百强
之列的已不足一半。实体店变成电商的
试衣间、实体店关店潮来袭⋯⋯“冰火两
重天”曾是电商与实体店的真实写照。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表示，
对于电商，实体零售企业经历了“看不见
—看不起—看不懂”三个阶段。如今，经
过痛定思痛，认真反思，许多实体零售企
业已踏上“摸着干”的互联网探索转型之
路。当前，诸多实体商业企业依托自身供
应链、人才储备、门店、品牌等资源，开办
网购平台，重塑竞争优势。

“零售业之所以面临寒冬，一个重要
原因是零售业野蛮生长的后遗症。”三胞
集团董事长袁亚非表示，近20年间，全国
新增了近 8000 个商业综合体，增速远超
人口增加速度。那么，实体零售还有没有
机会？袁亚非的答案是“有”。他说：“人
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电商不可能完全取
代实体零售。零售业的重要资源是数据

和人流，要通过可追踪、可服务、可沟通的
人流，实现增值服务，赢得客户认可，收获
企业价值。”

与电商相较，实体零售业或许正迎来
不少利好。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兼董事
长卫哲认为，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电商先发优势正逐步消失，获客成本逐
渐走高，该成本占电商销售额的比例已从
10%升至20%；二是商业地产过剩带来实
体租金下降，实体店与电商之间的成本差
距不断拉近。

卫哲认为，实体零售企业认清优势，
大胆突围，做到4个“在线”，即员工在线、
客户在线、产品在线、管理在线。“目前看，
实体企业很难做到客户在线。要实现客
户在线，先要做到员工在线，由员工连接
起与客户、产品的关系。”他说。在这一点
上，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走在了
前面。据介绍，“孩子王”通过实体店的母
婴顾问，有效连接起客户，通过产品答疑、
个性服务，增强了客户黏性和忠诚度。

连续几年“双 11”，科尔沁天猫食品
旗舰店在生鲜品类中非常惹眼。在北京
科尔沁塔拉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许波看
来，3 年前，电商曾给商超带来巨大冲击，
但这几年发生了新变化，客户正在回归商

超和专卖店，尤其是生鲜类产品。
实体零售是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是

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是繁荣
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数据显示，
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万亿
元，其中网络零售额 3.88 万亿元。与此
同时，经历 8 年发展，“双 11”当日交易额
增速也出现了放缓，创新乏力、透支消费、

诚信问题等正逐步凸显，传统电商也面临
转型升级。

唯有共生，才能共赢。在今年“双11”狂
欢节主会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说，“未来10年到20年，最大的机会和挑
战就是线上线下结合，传统企业、互联网公
司结合，只有完美结合才能走向未来。”这
或许正是电商与实体零售的共赢之道。

电 商 与 零 售 共 生 共 赢
—— 网 购 系 列 评 述 之 四

本报记者 王 晋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讯 记者冯其予从商务部获
悉：针对美国、欧盟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中国于当
日正式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对此发表谈话。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允许其他世贸
组织成员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做法，但明
确要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即2016年12月11
日终止。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随着 15 年期限的到来，其
他世贸组织成员应立即停止依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
定书》第 15 条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做法，
这是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该新闻发言人指出，中方此前已在多双边场合与相
关世贸组织成员认真沟通，敦促其善意履行义务，按期终
止反倾销“替代国”做法。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欧盟迄
今没有履行义务。

美国、欧盟都是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世贸
组织成员，调查机关使用“替代国”做法导致人为提高中
国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对中国相关行业出口和就业造成
了严重影响。

新闻发言人强调，世贸诉讼是世贸组织成员以规则
为基础、解决贸易纠纷的通常做法。中方提起世贸诉讼，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严肃性，合情、合
理、合法。中方再次敦促尚未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
定书》第15条按期终止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的世贸
组织成员，尽快履行义务。同时，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规
则项下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就美欧反倾销“替代国”做法

我国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