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美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
表现多次出人意表遥但其实这并没有超出美国的一贯
行事逻辑遥 美国在全球疫情面前的表现袁与其在国际
政治尧经济尧军事等领域的霸权主义作风一脉相承遥

病毒溯源野间谍化冶袁是美国卫生霸权主义的最新
表现遥美国试图用野情报冶加野舆论冶的工具干涉正当溯
源秩序袁栽赃中国遥今年 5 月袁美国总统要求中情局等
机构对病毒源头进行限时调查遥情报部门 90 天的野刺
探冶袁只炮制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尴尬结论袁但是美国总
统转而指责中国藏匿了重要信息遥 这不就是野欲加之
罪袁何患无辞冶吗钥

美国试图将世界卫生组织边缘化袁并借助疫情大
肆推行卫生霸权主义遥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袁美国退出
世卫组织尧抵赖经费袁世卫组织成为美国赤裸裸挥舞
卫生霸权主义大棒的首要对象遥拜登在声称支持世卫
组织的同时袁却绕开世卫组织袁调集情报部门进行病
毒溯源单边调查遥 事实表明袁世卫组织只能为美国霸
权工作袁否则就会被一脚踢开遥

在事关全球卫生健康的科学议题上袁美国大搞野有
罪推定冶曰对国际组织和基本准则袁美国野合则用尧不合则
弃冶遥 美国将自身利益凌驾在其他各国利益之上袁凭借其
实力对他国进行污蔑尧干涉遥 这种行径袁完全是其凭借子
虚乌有的野证据冶发动侵略战争的霸权主义做派袁在卫生
健康领域的翻版遥

这种卫生霸权的来由也没有什么新意遥 叶南华早
报曳专栏作者亚历克斯渊Alex Lo冤指出袁美国政客对
病毒实验室泄露论的痴迷袁 主要是受两个目标驱动院
野其中一个目标与种族主义有关袁它被叫做另一种耶黄
祸爷袁与美国的共产主义恐惧症相结合遥另一个则只是
政客们对自己制造的灾难从不承担责任袁而只是推责
甩锅的条件反射行为遥美国总统拜登将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的陷落归咎于阿富汗政府和军队袁而不是自身的
无能袁这就是对第二种动机清晰而可耻的展现遥 冶

霸权主义者是人间悲剧的制造者遥美国喜欢将美
式野民主冶野人权冶等价值观强加于他国遥卫生健康危机
面前袁它自己却是最大的抗疫失败国尧病毒扩散国遥 9

月 7 日袁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突破 4000 万袁这相
当于加利福尼亚整个州的人口遥 叶纽约时报曳评论称袁
这反映了美国政府捉襟见肘的防疫表现遥在这个日增
病例超过 16 万尧 死亡病例超过 65 万的国家袁 还有
47%的人没有完成疫苗接种遥

美国还霸占疫苗遥 7 月 4 日是美国的独立日遥 为
了完成野独立日前让国内 70%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
苗冶的目标袁美国大量囤积疫苗遥 最终袁数百万剂疫苗
被扔进垃圾桶遥彼时袁世界上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接种率只有 10%袁 其中有 12 个国家的接种率甚至不
到 1%遥叶华盛顿邮报曳评论指出袁美国抗疫最大的失败
之处就是袁只关心国内疫情袁对外则口惠而实不至遥

口中人权袁心中霸权遥 这样虚伪的把戏注定不会
长命遥 美国媒体认为袁2003 年入侵伊拉克是美国衰落
的开始遥今天袁喀布尔陷落已经敲响美国霸权的丧钟遥
对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操弄袁只不过是美国霸权螺旋衰
落的又一个转折点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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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螺旋衰落的又一转折
出门不需要带充电器和充电宝袁通过身上穿的衣服袁就可以对手机进

行无线充电遥 这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场景袁正在逐步成为现实遥
近日袁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彭慧胜团队通过系统揭示纤维锂离子电

池内阻随长度变化的规律袁有效解决了聚合物复合活性材料和纤维电极界
面稳定性难题袁连续构建出兼具良好安全性和综合电化学性能的新型纤维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遥

9 月 1 日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叶自然曳主刊遥 审稿人评价这项工作是
野储能领域和可穿戴技术领域的里程碑研究冶和野柔性电子领域的一个里程
碑冶遥

该纤维锂聚合物离子电池表现出了良好的综合性能袁显示了广阔的应
用前景遥 长度为 1 米的电池可以为智能手机尧手环尧心率监测仪尧血氧仪等
可穿戴电子设备长时间连续有效供电曰纤维锂离子电池还具有良好的循环
稳定性袁 循环 500 圈后袁 电池的容量保持率仍然达到 90.5%袁 库伦效率为
99.8%曰在曲率半径为 1 厘米的情况下袁将纤维锂离子电池弯折 10 万次后袁
其容量保持率仍大于 80%曰甚至在重复水洗尧挤压等严苛环境下也可以保
持较为稳定的电化学性能遥 通过纺织方法袁团队已经获得了高性能的大面
积电池织物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复旦大学研发可“穿”在身上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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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 日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最新月度报
告显示袁2021 年 8 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达 127.4 点袁环比
上升 3.1%袁比 2020 年同期上涨 32.9%遥 这个数值已经接
近今年峰值 5 月的 127.8 点袁离 2011 年全球粮价指数的
历史纪录 131.9 相差不远遥 此前袁叶2021 年全球粮食危机
报告曳指出袁2021 年国际粮价持续维持高位袁可能致使全
球至少 1.55 亿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境地遥

当前袁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
出袁全球饥饿贫困人口不减反增袁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
次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遥 可以说袁全球粮
食安全赤字有增无减袁 世界正濒临 50 年以来最严重的
粮食危机遥 人们不禁要问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全球粮食
安全形势异常严峻钥 如何解决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钥

天灾是粮价高企之野标冶
自古以来袁全球种粮农民往往野靠天吃饭冶遥 对于洪水尧

干旱尧台风等极端天气袁种粮农民难以抵御遥 2021 年袁全球
频频出现极端天气袁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袁更是影响粮食生
产遥

据估计袁今年美国的小麦尧玉米和大豆产量以及库
存可能会降至近 10 年来的最低水平遥 美国农业部 8 月
份供需预测报告显示袁美国小麦预期产量为 4618 万吨袁
创 19 年来的新低遥 加拿大预估减产更大袁预计将减少超
过 30%袁仅为 2400 吨遥在南半球袁被称为野南美粮仓冶的巴
西袁5 月份至今袁遭受着严重干旱和霜冻双重打击袁不断
冲击着全球各类大宗商品的供应链遥 在俄罗斯袁作为全
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袁由于天气干旱袁其小麦产量同比
预估将减产 15%袁预计为 7250 万吨遥在欧盟袁受暴雨等极
端天气影响袁小麦及大麦收成锐减遥 随着产量大幅减少袁
农作物的价格明显上涨袁 国际谷物理事会的数据显示袁
今年小麦出口价格上涨了 46%袁而联合国粮农组织也表
示全球食品价格已涨至 10 年来的新高遥 专家表示袁如果
极端天气持续下去袁农作物价格还将继续攀升遥

人为因素是粮价病灶之野本冶
不可否认袁极端天气是造成全球粮价野高烧冶不退的

重要因素遥 因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指出袁粮价的
飙涨主要是因为极端天气造成全球粮食产量预期的下
降遥 但是袁正确认识理解全球粮价上涨的原因袁我们还要
看到天灾背后的因素袁特别是人为的因素遥 粮食作为世

界大宗商品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袁同时具备金融产品属
性袁受到国际货币政策尧资本炒作和定价权等人为因素
影响遥 此外袁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是
国家战略物资袁受到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袁特别
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袁人为造成粮食流通受阻进一
步推高了恐慌情绪遥

一是人为货币放水推高粮价遥 在疫情蔓延和经济衰
退的双重压力下袁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袁为了缓解经
济压力袁美联储开动印美元模式袁开启大水漫灌的模式遥
从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袁 美国先后通过了 3 轮财
政刺激计划袁向市场投放了 5 万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恢
复袁4 月又通过了 1.8 万亿的家庭计划袁8 月 4.7 万亿还在
继续通过审批遥 按美国财长耶伦的说法袁放水势必会让
美国财政赤字变大遥 从美联储大放水开始袁包括国际粮
食价格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暴涨遥 粮食既是重
要的生存物资袁又是重要的基础原料袁于是成为各国纷
纷争抢的对象袁国际粮价开启了野高烧模式冶袁已经接近
10 年以来新高遥

二是资本炒作推波助澜遥 美国不仅控制着四大国际
粮商袁垄断着全球 80%的粮食贸易量袁而且控制着全球粮
食期货袁牢牢掌握着全球粮食定价权遥 粮食作为大宗商
品袁交易一般都采用期货交易模式袁其定价也以期货价
格为基准遥 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袁为美国与全球农产品提供了价格
基准遥 影响芝加哥期货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袁便是美国
农业部的各种报告和发言袁因此袁美国农业部只要动动
嘴皮就可以影响期货价袁 继而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袁美
国也由此牢牢掌控着全球农产品定价权遥 今年以来袁市
场炒作和疫情影响袁 推高了市场对粮食的恐慌心理袁粮
价也在诸多因素的叠加综合作用之下上涨遥 实际上袁从
全球粮价野高烧冶中获利的大多是美国资本遥

三是人为断链加剧缺粮恐慌遥 受疫情影响袁2020 年
全球粮食产量下降了 20%遥 越南尧俄罗斯尧加拿大等粮食
生产大国为了防止国内粮食价格上涨袁限制甚至停止粮
食出口遥 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袁加之一些发达
国家因封城措施导致民众恐慌囤积食品袁而那些严重依
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遥 此外袁受燃
料价格上涨尧船只供应紧张和港口装卸时间延长等因素

影响袁全球粮食海运价格呈现上涨袁进一步加剧了缺粮的
恐慌情绪遥

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急需改革
当前国际粮价野高烧冶不退袁触动着全世界人民的神

经遥 实际上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袁虽然受到
疫情和极端气候等因素影响袁 但各国和国际组织采取的
措施与联合行动袁能确保全球粮食供给充足袁确保疫情期
间全球粮食价值链运转顺畅遥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
据袁2020 年全球谷物总产量达到 27.65 亿吨袁 创历史新
高袁比 2019 年增加 5800 万吨袁全世界粮食的总供应量足
以满足需求遥

但是袁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袁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
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现象袁 全球粮食供应仍存在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袁粮价仍存在过度金融化资本化的弊端袁发达国
家控制着全球粮食供应的主导权和粮价的控制权袁 疫情
推高了全球粮食安全的风险袁 依赖粮食进口的低收入国
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遥 要解决当前全球粮食
领域的问题袁治理气候变化问题尧遏制极端天气频发只是
野标冶袁更重要的是要改革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野本冶袁
向着更公平更平衡的方向发展遥

同时袁我们要看到袁我国粮食已经保持了野17 连丰冶袁
最近 6 年一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袁 已连续多年超过
国际通常认为的人均 400 公斤粮食安全标准线遥 2021 年
全国夏粮总产量 14582 万吨袁 比 2020 年增加 296.7 万
吨袁增长 2.1%袁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完全有保障袁中国人牢
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遥

在后疫情时代袁我们要积极作为袁坚持自身安全和共
同安全相统一袁树立全球合作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意识袁
加强团结协作袁深化和平合作尧平等相待尧开放包容尧共赢
共享的伙伴关系遥要完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袁在后疫
情时代加强合作袁通过联合国等机构袁减少全球饥饿和贫
穷现象袁破除人为制造粮食危机的现象袁推动野粮食安全
命运共同体冶遥 要将农业合作作为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优
先发展方向遥在沿线国家建立合作机制袁从政策尧技术尧综
合角度采取提升共同体粮食安全的措施袁 在沿线国家大
力推广绿色农业袁 确保沿线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平袁 实现
野一带一路冶粮食共同安全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国际粮价为何“高烧”不退
近日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袁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袁部署下

半年经济工作袁会议重点强调要发展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遥
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专注于产业链上某个环节袁聚焦核心主

业袁创新能力尧创新活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袁具有专业化尧精细化尧
特色化尧新颖化等特点袁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载
体袁成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坚实保障遥 我国已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袁必须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野牛鼻子冶袁大
力发展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袁发挥好其补链固链强链作用袁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遥

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日益重要
的角色袁大力发展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
要内容遥长期以来袁我国企业侧重于企业规模和增长速度袁虽在特
定阶段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重要贡献袁但也带来了粗放式发
展下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尧产品国际竞争力不高尧抗风险能力不强
等问题遥 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以创新为魂袁聚焦细分市场袁更强
调专业化程度袁通过产业分工尧利润分层获得行业领域内的相对
优势袁具有极高的成长性和竞争力遥 疫情期间袁野专精特新冶中小
企业率先复工复产袁在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的大环境下实现逆势增
长袁表现出强劲的创新实力和发展韧性遥据统计袁今年上半年我国
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长上已超过疫情前
水平袁分别实现两年平均增长 10.5%和 20.4%遥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
业有能力在细分市场上成长为全球头部企业袁有助于弥补我国在
关键领域的短板袁有效解决野卡脖子冶难题遥

当前袁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面临成长难题袁主要表现
为持续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尧创新协作能力有待加强尧融资难融资贵
有待缓解尧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遥 这些问题限制了其长期可持续发
展潜力遥 首先袁相较于发达国家袁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仍显不
足袁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布局科技前沿能力有待提升袁这也限制了
其在全球高精尖领域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遥 而且袁我国尚未形
成成熟的产学研用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袁技术创新协作模式和利益
分配机制尚不清晰袁科技成果转化不畅袁导致科研机构成果闲置尧产
业领域产品创新不足遥 另外袁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面临众多中小企
业融资共性难题袁融资渠道限制了创新活动的高效开展遥 营商环境
也影响了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袁当前市场垄断势力压
制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袁部分地区仍然存在懒政怠政等问题遥

大力发展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袁要优化体制机制袁强化政策支
持遥首先要破除制约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创新的固有体制袁加强科技
创新体系顶层设计袁形成有助于增强创新活力的竞争机制袁实现科技
创新与制度创新对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的野双轮驱动冶作用袁形成制
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尧科技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的互动局面遥 同时袁夯
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袁优化人才激励机制袁实现科技人才有能力且有
动力参与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袁为其提供不竭创新动力遥另
外袁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袁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在科技创新上的
作用袁注重对民营企业的尊重和保护遥

大力发展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袁要注重基础投入袁强化平台
建设遥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袁 要加快形成长效机制
强化应用基础研究袁 不断实现前瞻性原创性重大突破袁 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夯实科学基础遥 应用研究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袁 要注重科技创新协作平台建设袁 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袁 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遥 我国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在基础研究上的作用袁 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袁打
破国外技术封锁袁 又要充分运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
体系优势袁 提高创新迭代速度和大规模应用能力袁 衔接好应用
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的断层袁 实现科研创新从样品到产品再
到商品的野三级跳冶遥

大力发展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袁要善用数字赋能袁强化升级
改造遥 在数字经济时代袁企业数字化转型极为迫切遥 大力发展野专
精特新冶中小企业袁要把握数字技术发展趋势袁通过数字赋能推动
传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袁成长为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遥 由于数字
化转型投资周期长尧成本高袁中小企业在技术尧资金尧人才等方面
相对匮乏袁试错成本和转型风险较高袁导致数字化改造升级内生
动力不足袁常面临野一转就死尧不转等死冶的难题遥 因而袁政府和行
业组织应加强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帮扶工作袁充分利用政府公
共数据消除中小企业野数字鸿沟冶袁带动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袁推动
传统中小企业转化为野专精特新冶中小企业袁进而成长为野小巨人冶
企业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9 月 7 日落下帷幕袁本
届服贸会在去年野综合+专题冶野线上+线下冶野室内+室外冶基础
上袁 创新办展办会模式袁 举办了 5 场高峰论坛袁200 场论坛会
议尧推介洽谈和边会袁达成一批丰硕成果袁总体成果数量尧交易
金额均超过上届遥

交流新理念尧展示新服务尧发布新成果
9 月 7 日袁2021 年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尧 北京市商

务局局长闫立刚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袁本届服贸会是在全
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尧 国内疫情形势仍有反复的情况下袁
我国举办的全球唯一的国家级尧国际性尧综合型服务贸易展会袁
共吸引了 7364 家境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袁比上届增长 37%袁
线上搭建展台 6511 个袁上传展品 3 万余件遥

野在展客商方面袁本届服贸会吸引 510 家世界 500 强尧行业
龙头企业线下参展袁占比达 21%袁比上届提高 12 个百分点遥 其
中袁专题展线下参展企业中的世界 500 强尧行业龙头企业占比
达 30%袁比上届提高 21 个百分点遥 冶闫立刚表示袁70 余家境内
外企业在成果发布厅发布了碳中和尧金融科技尧医疗健康等方
面的新技术尧新应用尧新场景尧新成果袁引领了新发展遥

会上袁商务部服贸司二级巡视员王志华表示袁据初步统计袁
截至 9 月 7 日 16 时袁本届服贸会达成各类成果 1672 个袁其中袁
成交项目类 642 个尧投资类 223 个尧协定协议类 200 个尧权威发
布类 158 个尧联盟平台类 46 个尧首发创新类 139 个尧评选推荐
类 264 个遥 可以说袁本届服贸会办出了特色尧办出了成效尧办出
了质量袁交出了一份喜人的成绩单遥

初步探索出野一会两馆冶办会经验
2021 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是创新设置了野一会两馆冶的展

会布局袁拓展了办会新空间遥闫立刚表示袁本届服贸会在延续使
用国家会议中心基础上袁首次启用北京城市复兴新地标要要要首

钢园区作为专题场馆袁结合工业风貌和奥运元素袁打造了特色场馆群遥
野具体来说袁就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峰会尧综合展等活动袁在首钢园

区改造建设 15 个展馆尧21 个会议场所袁举办了 9.4 万平方米的专题展及与
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和边会活动袁这种全新的模式让我们初步探索出耶一
会两馆爷的办会经验遥 冶闫立刚指出袁两个场馆统一使用一套 VI 视觉形象尧
一套安检系统袁强化两个场馆交通接驳袁实现两个场馆之间有效互动遥

本届服贸会的疫情防控措施也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野线上+线下冶
融合办展积累了经验遥 王志华表示袁今年服贸会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袁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袁同步推进屏对屏尧面对面的政企对接尧产学对接尧
企业交流和洽谈袁充分展现经济数字化尧网络化尧智能化发展的巨大潜力袁
同时实现了本届服贸会线下参展参会人员和观众人数新冠肺炎野零感染冶遥

常态化办会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袁本届服贸会的成功举办进

一步展现了服贸会作为扩大开放的窗口尧深化合作的桥梁尧引领创新的舞
台的重要地位袁起到了野风向标冶的作用袁为各方提供了市场机遇和发展红
利袁为世界经济贸易复苏增长注入了更多信心和动力遥

野可以说袁本届服贸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袁办成了特色鲜明尧富有成效的
展会遥 冶王志华表示袁接下来袁将抓紧制定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袁探
索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曰加大对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服
务业发展的支持袁推动服务贸易领域的多双边区域合作曰加快服务贸易数
字化进程袁推动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袁开展服务贸易企业数字赋
能行动袁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遥

野未来袁我们将常态化举办线上线下活动袁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遥 冶闫
立刚指出袁通过线上平面展台尧3D 展台尧云会议尧云洽谈尧云签约等功能袁本
届服贸会数字平台为线上展商尧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感袁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遥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继续创新办会思路袁以服务客商尧促进合作为根
本袁把服贸会办得越来越好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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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9 月 7 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袁截至 2021 年 8 月底袁我国累计认
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482 个袁 累计核准地
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尧 证明商标注册 6381
件袁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
14315 家遥 中国地理标志使用规模正在逐步
扩大遥

安吉白茶尧赣南脐橙尧山西老陈醋尧郫县
豆瓣尧吐鲁番葡萄干噎噎地理标志是保护特
定地区产品的特性尧声誉和其他特征的重要
知识产权袁 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
入尧保障消费者权益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
具有重要作用遥

2019 年以来袁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实施 21
个国家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遥 当地政
府已配套投入逾 1.2 亿元袁 涉及地理标志产
业产值超过 210 亿元袁相关产品加工尧商业
物流尧旅游业等产值 40 亿元遥

地理标志不仅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野加速
器冶和脱贫致富的野金钥匙冶袁同时还是国际
市场的野绿色通行证冶遥 今年 3 月 1 日袁中欧
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袁为中欧经贸合作注
入动力遥 该协定将保护中欧双方各 100 项地
标产品袁有效阻止假冒地理标志产品袁使双
方消费者都能使用货真价实的高品质商品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我国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482个

近期袁受强降雨影响袁长江上游岷江尧沱江尧嘉陵江及三峡区间来水增加遥 2021年 9月 6日 14
时袁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 54000立方米每秒袁根据叶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曳袁达到洪水编号
标准袁迎来野长江 2021年第 1号洪水冶遥

一度暂停的深圳第二次土地集中出让近日发布公告称袁土
地出让溢价率将由 45%调整为 15%袁 达到溢价率上限后将摇号
决定买家遥 这两天袁广州尧杭州等地也发布公告袁不约而同地把
溢价率设定在 15%甚至更低遥 此举反映了各地落实野房住不炒冶
定位要求尧坚决稳地价的决心袁但如果据此就认为野土地财政冶
将因此落幕袁则言过其实遥

此次土地出让溢价率下调的原因是袁 年初实行的首次土地集中
出让并未收到预期政策效果袁22 个重点城市土地市场依然火爆袁溢价
率不降反升袁楼面价再创新高遥 为此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约谈有
关城市负责人袁并叫停了第二次土地集中出让遥

多年来袁很多地方对房地产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倚重较大袁为了
增加财政收入袁一些地方或明或暗试图增加土地收入袁如在调控中玩
起数字游戏袁通过提高起拍价等方式调整溢价率袁或通过各种名目增
加实际地价遥 土地出让溢价率降低仅是部分减少土地出让收入袁并不
能从本质上改变地方财政倚重土地出让收入的事实袁 不会根本上触
及地方对野土地财政冶的依赖遥

要改变野土地财政冶现状袁须从根本着手袁改革财政收入分
配体制袁同时发展地方经济袁从而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土拍新规意在“房住不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