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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福州、杭州、厦门等多个城市楼市调控政策接二连三——

炒房虚火冒头就打态势形成
本报记者 亢 舒

北京市此次调控是在供需两端发力，不仅仅是抑制不合理需

求，也同时增加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

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将对缓解市场恐慌情绪、稳定市场、平抑

房价起到积极的作用，并彰显政府控房价、稳楼市的决心

长点心长点心！！别让高利贷坑了别让高利贷坑了
近日近日，，山东聊城于欢案引发热议山东聊城于欢案引发热议，，不仅折射出公众对不仅折射出公众对

公平正义的期待公平正义的期待，，也反映出由经济活动中高利贷所引发也反映出由经济活动中高利贷所引发
的相关犯罪频发多发的相关犯罪频发多发。。究竟什么是高利贷究竟什么是高利贷？？高利放贷违高利放贷违
法吗法吗？？如何规避高利贷所引发的刑事风险如何规避高利贷所引发的刑事风险？？

广西网友绿茵猎豹广西网友绿茵猎豹：：高利贷是怎样界定的高利贷是怎样界定的，，这一行为这一行为

构成犯罪吗构成犯罪吗？？

主持人主持人：：一般而言一般而言，，高利贷意味着高利息高风险高利贷意味着高利息高风险，，但但
高利贷行为本身并不违法高利贷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也不构成犯罪也不构成犯罪。。20152015 年年 99 月月
11 日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明确，，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或
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无权主张借出借人无权主张借
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
率率 24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
息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36%%，，则超过则超过
年利率年利率 36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借款人有权请
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超过年利率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超过年利率 3636%%部分的利息部分的利息；；预先预先
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
额认定为本金额认定为本金；；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外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外，，借款人可以提前借款人可以提前
偿还借款偿还借款，，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

《《规定规定》》划出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划出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两线三区两线三区””。。第一根第一根
线就是民事法律应予保护的固定利率为年利率的线就是民事法律应予保护的固定利率为年利率的 2424%%，，
第二条线是年利率第二条线是年利率 36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划分的划分的
三个区域三个区域，，一个是无效区一个是无效区，，一个是司法保护区一个是司法保护区，，一个是自一个是自
然债务区然债务区。。

黑龙江网友粘豆包黑龙江网友粘豆包：：由高利贷引发的犯罪都有哪些由高利贷引发的犯罪都有哪些？？

主持人主持人：：实际生活中实际生活中，，由高利贷引发的犯罪行为经常由高利贷引发的犯罪行为经常
发生发生，，比如非法拘禁比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伤害、、集资诈骗等集资诈骗等。。近年来近年来，，高高
利贷所涉案件类型以暴力犯罪为主利贷所涉案件类型以暴力犯罪为主，，诈骗等侵财类犯罪诈骗等侵财类犯罪
案件逐年增多案件逐年增多，，犯罪主体身份扩大到小企业主和个体经犯罪主体身份扩大到小企业主和个体经
营者营者，，成为滋生非法集资成为滋生非法集资、、赌博等涉众型犯罪案件的温赌博等涉众型犯罪案件的温
床床。。常见的犯罪行为包括暴力讨债常见的犯罪行为包括暴力讨债，，涉嫌非法拘禁等涉嫌非法拘禁等。。

福建网友好又多福建网友好又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频发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频发，，如何才能如何才能

避免自身财产损失避免自身财产损失，，远离刑事风险远离刑事风险？？

主持人主持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蕴含的社会关系复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蕴含的社会关系复杂。。
在借贷过程中在借贷过程中，，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
避免自身财产的损失避免自身财产的损失。。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其其
一一，，核实借款方身份和借款事由的真实性核实借款方身份和借款事由的真实性，，并在自己可并在自己可
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确定借款数额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确定借款数额，，不借款给陌生人不借款给陌生人；；
其二其二，，必要时可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必要时可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并核实作为担保并核实作为担保
标的物的动产或不动产真实性标的物的动产或不动产真实性，，及时在有关部门办理抵及时在有关部门办理抵
押或质押登记押或质押登记；；其三其三，，对借款合同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实行公担保合同实行公
证证，，并赋予担保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并赋予担保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确保借款方拒不还确保借款方拒不还
款时可以迅速执行担保标的物款时可以迅速执行担保标的物，，尽可能挽回损失尽可能挽回损失。。高利高利
贷能还清自然好说贷能还清自然好说，，但更多的情况是被高利贷拖入走不但更多的情况是被高利贷拖入走不
出的死循环出的死循环。。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近来，热点城市楼市调控措施不断
加码升级。北京近几日接连不断出台楼
市调控措施。千里之外的福州、杭州、
厦门也于 28 日晚相继推出房地产调控
新政。

其中，福州规定，福州市 5 城区户
籍居民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非本市 5
城区户籍居民家庭购买第一套住房，取
得不动产证未满 2 年的，不得上市交
易。杭州规定，杭州本市户籍成年单身

（含离异） 人士在限购区域内限购一套
住 房 ， 增 设 对 户 籍 由 外 地 迁 入 4 县

（市）（即：淳安、建德、临安、桐庐）
的居民家庭购房限制，自户籍迁入之日
起满 2 年，方可在杭州本市市区范围内
购买住房。厦门规定，对无法提供购房
之日前 4 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 3 年
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非本
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向其销售 180 平
方米及以下商品住房。同时，厦门开始
执行“认房又认贷”的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

北京新一轮楼市调控从 3 月 17 日的
二套房贷款比例调高开始，普宅和非普
宅的首付款比例达到迄今最高的 60%和
80%；随后，又推出“认房又认贷”的
措施，有过购房贷款记录的，均按二套

房首付比例执行；为了抑制近些年通过
“假离婚”降低首付和贷款利率购房的
风潮，又规定离婚一年以内的房贷申请
人，商贷和公积金贷款均按二套房信贷
政策执行；针对非京籍购房家庭，从过
去的“连续 5 年(含)以上缴纳个税”，要
求连续 60 个月纳税记录；商办类项目
开始限购，个人购买需满足名下在北京
无房和商办类房产记录，在北京连续缴
纳 5 年社保或个税；为遏制学区房炒作
现象，今年幼升小将继续扩大多校划
片，并通过随机摇号的方式确定具体学
校学位。

此外，北京市有关部门还约谈 10
家主要房产中介机构，要求禁止炒作天

价房、学区房等；禁止囤积房源,哄抬
房价。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旦发现中介机构或经纪人参与炒房、
哄抬房价，将逢“涨”必查、逢“炒”
必办。

北京市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市
场调控措施可谓层层加码，招招直指投
资投机性需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
的十分明确。“北京各区拿地未开工的
项目还有很多，开工未入市的也很多，
加快调度，迅速形成供给，未来不低于
20 万套的供给会释放出来。”北京市房
地产协会秘书长陈志表示，北京市此次
调控是在供需两端发力，不仅仅是抑制
不合理需求，也同时增加供给满足合理

的需求。
针对多地相继出台调控措施明确，

新购住房需取得产权证后满 2 年方可上
市交易。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
伟表示，一般来讲，购买新建商品住宅从
购房到拿到产权证需要一段时间，再加
上产权证要满 2 年方可交易，往往需要
好几年才能交易。出台这种限制交易的
举措，正是为了遏制短炒现象。

此外，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土地
新政：当溢价率达到 50%时，地块所建商
品房屋须在取得不动产登记证后方可销
售；溢价率达到 70%时锁定限价，转入竞
报自持比例；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
人投报自持面积比例为 100%时，转入投
报配建养老设施程序。

其实，今年以来，出台楼市调控措
施的不仅限于一二线热点城市，环热点
城市的河北多地，江苏、安徽等城市甚
至县城，以及其他省份的非传统热点城
市，都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避免投
机投资性需求过度进入楼市出台了调控
措施。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新一轮楼市调
控政策将对缓解市场恐慌情绪、稳定市
场、平抑房价起到积极作用，并彰显出政
府控房价、稳楼市的决心。

未来15年规划草案出炉——

北京将成这样，你期待吗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春分已过，田野皆绿，小麦起身，油
菜花香。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
业园，是眼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央一号文件部署
的一项任务。近日，记者深入“两区一
园”，在春耕时节寻找农业生产的新气
象，探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方向。

今年春耕呈现出许多和往年不一样
的特点。农民不再局限于种植粮食作物
的“老三样”，而是讲究供给的质量效益，
打好科技牌，瞄好市场靶，唱好融合戏。
方式上，采用更绿色更科技的生产模式，
采用无人机、农村电商等手段，产销市场
更需要的品种。理念上，更是从以数量、
粮食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

“黑科技”稳定粮食产能

3 月 22 日，河北省宁晋县的一块麦
田里，种粮大户陈世君正察看苗情。麦
苗已开始起身，6 月份就会成熟。喷灌
机喷洒的水雾静静地滋润着庄稼，田野
里满是清凉的春意。她流转了 107 亩耕
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农机合作社
成为这块麦田的管理主力，专业农机手
和无人植保机的操作员在田间负责种植
培育工作。

宁晋县拥有耕地面积 115 万亩，是
河北省第一产粮大县，也是重要的粮食
生产功能区。陈世君和县农业局高级农
艺师梁建辉都认为，这几年粮食产能稳
定离不开科研院所和农业科技企业。当
地打的第一张科技牌是无人机节药技
术。正在田间喷洒农药的无人机由当地
的雷肯农机公司研发。这种多旋翼植保
无人机操作简便，旋翼产生的向下气流
有助于增加雾流对农作物的穿透性，可
节约一半的农药。

节水节肥是第二张科技牌。河北省
农科院宁晋县小麦节水科技创新示范基
地就在她家农田附近。基地占地 1500
亩，开展小麦节水品种筛选和节水灌溉
试验示范。“与传统灌溉相比，测墒补灌
根据不同地块土壤墒情浇水，提高了水
分利用率。”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推广的
小 麦 微 灌 节 水 节 肥 技 术 可 实 现 节 水
50%、节肥 20%。

与河北省类似，眼下山东省正在开
展农业科技展翅行动，加快提升农业科
技创新与服务水平。今年，山东在 48 个
产粮大县推广绿色技术模式，项目区作
物全生育期节水 20%以上，化肥、农药

利用率显著提高。到今年底，将建成
2280 万亩粮食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区，规
模生态循环农业基地达 1500万亩。

今年全国夏粮面积稳定在 4.1 亿
亩，高蛋白大豆增加 400 多万亩。粮食
产能稳定离不开播种面积，更离不开节
水节肥的“黑科技”。如今，全国一半以
上农田实现人工灌溉，基本上是旱涝保
收田，靠天吃饭正成为历史；田间平均机
械化作业水平达到 63%，农业的手工劳
作史正在结束；4 成耕地由 270 万个新
型农业主体经营，农民们加速告别自给
自足的生产模式。科技浪潮澎湃，我国
农业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粮独大”局面已改变

春雨蒙蒙，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阜
平县的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按照当地
的农作习惯，春播玉米，秋种谷子，一年
两季，雷打不动。然而，今年的情况却有
些不同了。阜平兴农马铃薯合作社筹划
着把 450 亩玉米改成种土豆，农机手正
在抢播土豆苗。阜平镇大道村村民赵宗
山也有着同样的计划。“因为土豆适应性
广，耐旱、耐寒，用水用肥较少。”

阜平地处“镰刀弯”地区，是国家玉
米调减的重点地区，也是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受气候影响，高寒山区的玉米产
量不高，当地平均玉米单产为 800多斤，
按每斤七角钱计算，减去成本，玉米每亩
纯收入不过 200 元。阜平去年调减了
5.4 万亩玉米，今年计划再调减 1.9 万
亩。目前，国家给县里的 150 万元“粮改
薯”种子补贴已经到位，将按亩给农民补
贴。除了改种土豆，很多农民还发展大
枣、核桃、杂粮等特色种植。

结构调整是个市场过程，既不能靠
行政命令，也不能只靠农民。面对高企
的库存和降价的玉米，今年全国将调减
1000 万亩玉米种植面积，在此基础上，
优化品种结构，增加适销有效供给，拓展
特色高效供给。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
员王明利调研发现，在北方农牧交错带，
玉米长期“一粮独大”，但这些地方特色
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适宜发展为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

今年，“杂粮王国”山西省除了继续
搞好杂粮杂豆，还瞄准消费升级，加大富
硒富钙富镁等功能食品的开发，在 34 种
作物中开展了土壤添加微量元素的试
验，开发出苦荞饮料、牡丹籽油等 30 多
种药食同源产品。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

南省除了种小麦，还大力推广高油酸油
用、食用花生品种，努力打造优质花生产
业基地。紧跟市场，在豫西丘陵旱作区
开展适应性种植，推广种植谷子、红薯、
小杂豆等区域特色的杂粮杂豆。

产业融合助农增收

3 月下旬，江西省遂川县汤湖镇，5
万多亩狗牯脑茶园早已冒出新绿，长出
嫩芽，勤劳的茶农双手上下翻飞，一片忙
碌景象。来茶园旅游的人们也照着学起
来，体验采茶的乐趣。尽管春茶生产十
分繁忙，可戴家埔乡双桥岭村支书陈礼
良总会忙里偷闲，“玩”上一会手机。原
来，他每天都用微信发布生产情况，招揽
顾客，答复询问。

在遂川，通过微店卖茶早已不是时
髦事，不少茶农对微店卖茶都已轻车
熟路。客户当日下单，茶农次日发货，两
三天后，客户就能喝上茶叶。在扶贫等
部门支持下，当地多个乡村开办了“农村
e 邮”服务站，助力农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在新茶嫩叶尚未萌发时，江西迎喜
农业公司就接到来自某茶叶交易中心的
1000 斤茶叶订单。当地圆通快递点负
责人介绍，目前该地区超过 60%的快递
单都是茶叶。

无独有偶。在河北省邢台市九河现

代农业产业园，记者见到了全产业链深
加工玉米的场景。当地的玉峰实业集团
是玉米全产业链加工企业，农民的玉米
由重型车卸入自动化生产线，加工成各
类产品。一吨玉米价格为 1560 元，初加
工为玉米淀粉或蛋白粉，升值到 2003
元；深加工后制成胚芽油、果糖等，价值
为 2074 元；精加工制成维生素 B12，此
时身价为 3018 元，与最初相比增值率达
90%以上。

农产品在加工中增值是好事，更关
键的要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
收。玉峰实业集团加工的玉米占邢台市
玉米产量 8 成以上。在九河园区，包括
玉峰在内有 31 家加工企业，通过把玉米

“吃干榨净”，带动 75 万户农户增收 10
亿元以上。如今，园区 8 成的农民从事
二三产业，农民收入由原来的单纯卖粮
变为同时拥有租金、股金、薪金收入，比
当地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

以加工业带动“接二连三”，引导基
础好的园区开展精深加工；以休闲观光
带动“跨二连三”，引导资源优势明显的
地方培育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以互联
网带动“加二连三”，支持新型主体发展

“互联网+”现代农业。今春，以一二三
产业融合为抓手，借助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园的新平台，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得
以延伸。

种植不再“老三样” 靠天吃饭成历史

今 年 春 耕 变 化 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加快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积极推进现代农

业产业园，是眼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央

一号文件部署的一项任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今年春耕呈现出许

多与往年不一样的新特点，农民更加讲究供给的质量效益，生产模式

更绿色更科技。随着先进的农业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科技水平不断进

步，我国农业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3 月 28 日，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公告，《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 年—2030 年）》草案已编制完成。为充分征询和
吸纳公众意见，自 29 日起，该草案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一
层展示。自 3 月 29 日 10 时至 4 月 27 日 16 时（周一闭馆），
市民可通过网络预约参观“迈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草案公告展，并通过现场留言、市规划国土委官网网上建
言、电子邮件或信件 4种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从目前披露的简版草案中，已能一窥未来 15 年北京
建设“蓝图”的轮廓。据介绍，总体规划草案内容包括落
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发展目标；调整城市空间布
局，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科学配置
资源要素，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提高城
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大城市病”以及转变规划方式，
保障规划实施等。

围绕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的战略定位，2030 年的北京什么样？草案明确，至 2020
年，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实现阶段性目标，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大
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初
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至 2030 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治理
“大城市病”取得显著成效，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
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

至 2050 年，全面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京津
冀区域实现高水平协同发展，建成以首都为核心、生态环境
良好、经济文化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世界级城市群。

此外，“总规”草案还锁定 2020年时北京的常住人口规
模为 2300 万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在 2020 年减至 2860 平
方公里左右，2030 年减至 2760 平方公里左右。城市空间
结构将形成“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特点。其中，“一主”即
指包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在内的中心城区；“一副”即北京城市副中心。

除了城市发展的大框架，北京还在新“总规”草案中，给
自己设定了不少小目标。

在“留白增绿”方面，2030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45%以
上，建成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6.8 平方米。在“绿色出行”方
面，2030 年绿色出行比例超过 80%，自行车出行比例不低
于 12.6%。在“民生保障”方面，2030 年医疗卫生机构千人
床位数提高到 7 张左右；养老床位不低于 18 万张；2030 年
建成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教育体系。在“空气治理”方
面，2020 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 56 微克左右；
2030年达到每立方米 35微克左右的国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