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7 2018年9月5日 星期三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一锤定音，70年后房屋产权不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晓芳

在全球原油市场供需可能进一步趋紧的情况下，预计未来成
品油价格上涨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国际油价上涨对PPI的影响较为显著，CPI主要反映食品、衣
着、交通等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油价上涨对CPI
的影响不明显

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10次上调——

未来成品油价格上涨是大概率事件
本报记者 熊 丽

房产是很多家庭最为重要的资产，关于房子的事，自然小视不得。此次，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提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这不仅给购房者吃下了“定心丸”，使其不必担心土地被收回，更体现了我国对人民财产权的保护——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存单变保单存单变保单？？别被保险销售坑了别被保险销售坑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9
日，已有21个省份出台了157个景区降价或免费开放
措施。在“十一”黄金周前，还将有157个景区将出台
措施降低门票价格或免费开放。

据介绍，在这 314 个景区中，5A 级景区有 121
个、4A级景区有155个。记者注意到，一些著名景区
降价幅度明显。比如，扬州瘦西湖旺季票价从150元降
至100元，青岛崂山旺季票价从245元降至180元。

景区门票价格过高，一直被视为制约旅游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让景区门票价格降下来，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要求。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完善国有景区
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
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目标，2018年在推进完善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
门票价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到2020年以景区合理运
营成本为基础，科学、规范、透明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形成机制基本健全，对促进景区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明显增强。

随着各项政策不断落地，景区门票价格过高的情况
得到极大改善。“此次景区门票价格下降有利于减轻游
客的经济负担，让更多游客享受旅游发展的红利，满足
大家对于不同地域文化、不同自然美景的体验需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韩元军说。

部分业内人士表示，一些景区门票价格之所以“居
高不下”，是因为门票收入被用于景区外资源保护、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本不应该由游客承担的开支，导致景
区门票额外负担过重，出台相关政策加以规范正当其
时。对此，韩元军表示，以政策引导景区门票价格下
降，将进一步加快全国旅游景区转型升级的步伐，有利
于推动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转型。“门票降低会影响一
部分景区的短期收入。从长期来看，这部分景区需要转
变管理方式，打造多元化的收入渠道，而不是单单靠门
票获取收益。”

此外，韩元军还提醒，景区门票价格下降，会带来
游客数量增长。特别是“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各地
景区要做好预案，防止游客急剧增长可能带来的安全隐
患和旅游体验下降。

“十一”前314个景区将降价或免票

门票降了，旅游体验“不打折”
本报记者 张 雪

9月3日24时，我国迎来年内第17
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记者从国家发
展改革委获悉，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
每吨分别提高 180 元和 170 元。这也是
年内国内成品油价第 10 次上调。据估
算，以 92 号汽油为例，每升价格提高
0.14 元，私家车油箱容积按 50 升计
算，加一次油将多花约 7 元。据业内专
家介绍，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主要受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变化影响，在全球原油市
场供需可能进一步趋紧的情况下，预计
未 来 成 品 油 价 格 上 涨 仍 将 是 大 概 率
事件。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
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8月21日
—9月3日），伦敦布伦特、纽约WTI原
油期货价格震荡上行。平均来看，两市
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上涨3.19%。

调 价 周 期 内 ， 伊 朗 原 油 出 口 减
少、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下降、汽油
消费增长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国际油价
震荡上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近
两周美国原油库存周度数据分别下降

580 万桶、260 万桶，均远大于市场预
期。“不过，美国石油产量增加和贸易
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国际油价涨幅。”国家发展改革
委价格监测中心国际价格处处长赵公
正说。

根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国内
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
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调价幅度
低于每吨50元时，不作调整，纳入下次
调价时累加或冲抵。2018年以来，国内
成品油价格调整已呈现出“10 涨 6 跌 1

搁浅”的格局。对此，金银岛油品部高
级市场分析师韩景媛表示，这一趋势是
正常的，也是和国际接轨的。国内成品
油价格挂靠国际油价，当前国际油价的
中枢价格都在上移，所以国内成品油价
格上涨是正常情况。

“下半年，伊朗原油出口量仍将是影
响油价涨跌的关键因素，加上冬季是原
油消费的高峰季节，美国和沙特原油产
出的增加能否弥补伊朗出口下降的缺
口，是影响油价的关键。”赵公正告诉记
者，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将继续维持震

荡格局，全球原油市场供需可能进一步
趋紧。到11月份，预计美国的制裁将影
响伊朗出口大幅下降，可能会有150万
桶至200万桶原油供应退出市场。如果
美国、沙特新增供应不能填补这个缺口
的话，预计油价还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有可能站上80美元。

韩景媛也表示，从供需情况看，国
际油价后续价格将继续向上推涨，国内
也到了“金九银十”的旺季。此外，成
品油消费税政策导致低价资源难寻，接
下来成品油价格也将上移。

国 际 油 价 上 涨 将 对 物 价 影 响 几
何？赵公正分析认为，国际油价上涨
将直接带动国内汽油、柴油、其他替
代能源价格和交通运输成本的上涨，
输入性通胀压力会有所抬头。“国际油
价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具有向下
游传导能力强、快速、显著等特点。
总体而言，国际油价上涨对 PPI 的影
响较为显著，CPI 主要反映食品、衣
着、交通等居民购买消费品和服务项
目的价格，油价上涨对 CPI 的拉动不
明显。”赵公正说。

近日近日，，一则一则““百万理财变保险百万理财变保险””的消息引发了舆的消息引发了舆
论高度关注论高度关注。。其实其实，，在银行买理财最后转为买保险在银行买理财最后转为买保险，，
以及以及““存单变保单存单变保单””等情况时有发生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主要是销售这主要是销售
人员通过片面介绍产品情况人员通过片面介绍产品情况、、夸大产品收益率夸大产品收益率、、不告不告
知可能存在的风险等误导行为知可能存在的风险等误导行为，，引诱消费者购买一些引诱消费者购买一些
保险产品保险产品。。

问问：：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保险销售乱象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保险销售乱象？？
主持人主持人：：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人、、银保渠道银保渠道、、互联互联

网保险平台有存在夸大年金保险收益率网保险平台有存在夸大年金保险收益率、、违规销售非违规销售非
保险金融产品保险金融产品、、在线平台在线平台““搭售搭售””保险等行为保险等行为。。特别是特别是
部分保险销售人员在介绍分红型部分保险销售人员在介绍分红型、、万能型等人身保险万能型等人身保险
产品时产品时，，往往只介绍历史较高收益率往往只介绍历史较高收益率，，夸大宣传甚至不夸大宣传甚至不
说明有些环节要缴纳手续费说明有些环节要缴纳手续费。。还有一些保险销售人员还有一些保险销售人员
为冲业绩为冲业绩，，利用活动炒作概念利用活动炒作概念，，在自媒体平台以在自媒体平台以““即将即将
停售停售”“”“限时限量限时限量”“”“产品打折产品打折””等概念向消费者推销保等概念向消费者推销保
险产品险产品。。而且而且，，由于自媒体平台门槛低由于自媒体平台门槛低、、发布主体多发布主体多、、
审核不严等原因审核不严等原因，，并利用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并利用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不透明
情况下的盲从心理情况下的盲从心理，，诱导其购买产品诱导其购买产品。。

问问：：投保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投保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主持人主持人：：购买保险时购买保险时，，一定要仔细阅读保险条一定要仔细阅读保险条

款款，，不盲目跟风冲动消费不盲目跟风冲动消费，，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合理
安排保险保障安排保险保障。。具体来说具体来说，，要知道分红保险未来红利要知道分红保险未来红利
分配水平是不确定的分配水平是不确定的；；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保险可能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保险可能
要收取初始费用要收取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保单管理费、、手手
续费续费、、退保费等费用退保费等费用，，切记要以合同约定为准切记要以合同约定为准。。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首先要保持警惕勿受高息理财诱惑首先要保持警惕勿受高息理财诱惑。。
部分以高收益为卖点的部分以高收益为卖点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可能涉嫌非法可能涉嫌非法
集资集资，，投资人要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投资人要擦亮双眼分辨真假。。其次其次，，在遇到赠在遇到赠
送礼品送礼品、、““先返息先返息””等情况时等情况时，，投资人切勿一时冲动投资人切勿一时冲动
购买相关产品购买相关产品。。此外此外，，保险消费者要时刻警惕保险消费者要时刻警惕，，拒绝拒绝
与销售人员以个人名义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与销售人员以个人名义签订投资理财协议。。

此外此外，，保险消费者可通过查看销售人员是否持有保险消费者可通过查看销售人员是否持有
执业证书执业证书、、所售产品是否为合法保险产品所售产品是否为合法保险产品、、销售人员销售人员
所属公司地址是否为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地址等所属公司地址是否为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地址等，，
来确保不会上当受骗来确保不会上当受骗。。

问问：：一旦受骗上当一旦受骗上当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主持人主持人：：消费者因销售人员误导而受骗消费者因销售人员误导而受骗，，甚至在甚至在

享受保险服务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享受保险服务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及时向监请及时向监
管部门反映或向公安机关报警管部门反映或向公安机关报警，，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益。。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
办法办法》（》（以下简称以下简称 《《办法办法》）》） 已于已于 20172017 年年 1111 月月 11 日日
正式实施正式实施。《。《办法办法》》 要求实现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要求实现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
明确保险公司明确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要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保险中介机构要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
手段采集视听资料手段采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方式电子数据等方式，，记录和保存保记录和保存保
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险销售过程关键环节，，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重要信
息可查询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问题责任可确认。。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晨阳李晨阳））

最近，有一则新闻很是吸引眼球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草案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
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眼下，房产是很多家庭最为重要的
资产，关于房子的事，自然小视不得。
我国住宅用地的期限是70 年，那么70
年后房子是否仍然属于我们？这同备受
关注的房地产税有关系吗？到期后如何
续期，会不会又要交上一大笔钱？

70年期满自动续期

要理解这则新闻，先得说说民法
典。民法典是民法的基础，重在保护私
权利。民法典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几
乎所有的民事活动比如合同签订、公司
设立、财产保护、结婚离婚，都能在民
法典中找到依据。

据介绍，目前我国正在酝酿的民法
典是我国首部民法典。此次提请审议的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将同已经出台
的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
案，在2020年提请审议。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审议的物权
编草案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
间届满的，自动续期。有关专家表
示，房产是居民最重要的资产，这个
规定体现了对居民财产权的保护，其
意义不仅在于明确权益，更在于稳定
长远预期。

以前，人们买房后可以拿到两个证
书，一个是房产证，一个是土地证。这
是因为根据宪法，我国土地所有权归国
家和集体所有。在城市里，土地归国家
所有，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也就
是说，人们在购房后，可以拥有房屋的
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是私有财产权的一种，
根据我国 2007 年起施行的物权法，私
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
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
所有权，其年限是永久的。

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区别在
于——房屋所有权没有期限限制，土地
使用权则有期限。土地使用权在出让时
根据开发类型分为不同的使用年限，住
宅用地权属年限最高为 70 年，工业用
建筑用地和综合类用地最高为 50 年，
商用建筑用地最高为40年。

现在，我国已经推行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房产证和土地证已经合二为
一，住宅用地仍有最高 70 年的使用
期限。

“有恒产者有恒心”。此次草案规定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意
味着我们所购房屋 70 年土地使用权期
满后，可以自动续期，不必担心土地被

收回，体现了对人们财产权的保护。
稳定预期，保障人们财产权，在此

之前已显端倪。2017年3月份，李克强
总理在接受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
外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住房 70 年产
权可续期，无需申请，无前置条件。

在此之前的2016年11月份，中共
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
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研
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
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
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居民购买住房，
其财产权会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为征收房地产税奠定基础

土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和征收房
地产税之间有关系吗？对此，专家表
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房地产
税被定义为财产税，征收的前提条件是
私有财产，如果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是70
年，期满后不能续期，征收房地产税就
没有根据。只有房屋和土地都属于个人
财产，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才能收取财
产税。

也就是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自动续期在某种程度上为征收房地产
税奠定了基础。房地产咨询机构嘉丰
瑞德负责人表示，70 年产权问题一旦
得以解决，影响房地产税的法理问题
就不存在了。与此同时，我国已经赋
予规模较大的城市以立法权，这也为
房地产税的“分城施策，分步推进”

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统一的

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已实现全国联
网，不动产登记体系进入到了全面运行
阶段。这些都为房地产税的推出奠定了
基础。

住宅用地期满后怎么办

草案规定，70年期满后续期费用的
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但是，对于续期多长时间、是否
收取费用以及如何收取费用，并未给出
具体规定，这也给期满后是否要继续收
取土地使用费打了个问号。为更好理解
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一下我国土地使
用权出让的来源。

我国最早的一个商品住宅小区东
湖新村位于广州市，是 1979 年开始动
工的。但是，我国住宅市场化大规模
推广则在上世纪90 年代。1998 年大规
模房改启动后，住宅商品化才开始大
规模启动。因此，目前大多数商品房
距离住宅用地 70 年使用权到期仍有较
长时间。

1990年5月份，国务院颁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
转让暂行条例》，开始实施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当时，在不超过住
宅用地使用权最多 70 年的前提下，按
20年至70 年分档，并交纳相应的土地
出让金额。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16 年温州
曾出现一批只有 20 年使用权的住宅用
地到期，对于这批住宅期满后的处置问
题，原国土资源部给出的处置意见可作

参考。这项处置意见给出了“两不一正
常”的方案，就是“不需要提出续期申
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
记手续”。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表示，对
于少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问题如
何处理，原国土资源部出台了过渡性措
施，即业主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不需
要缴费，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
涉及“土地使用期限”仍填写该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原起始日期和到期
日期。

在温州这个个例中，采用的是无偿
续期模式，此次民法典草案规定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对此，有
关人士表示，住宅用地 70 年使用权到
期后很可能以温州为先例，不收取费
用，保障公民财产权。

民法典草案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期满自动续期也涉及一些修法问题，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有关工作安排，该项
工作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
后，国务院提出法律修改议案，修改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或者物权法。目前，国
务院有关部门尚未正式提出方案和修法
议案。物权编草案根据现行物权法第一
百四十九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对此先作出一个原则性规
定，即：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国务院正式
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后，再进一步
作好衔接。

有专家表示，目前也有可能与房地
产税结合，通过缴纳房地产税的方式，
实现住宅用地使用权 70 年期满后续期
的衔接安排。

图为河南省宁陵县清水河小区。 吕忠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