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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降准消息。中国人民银
行近日宣布，决定从2018年 10月
1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
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
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当日到
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
做。这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降
准。央行表示，降准所释放的部分
资金用于偿还 10 月 15 日到期的
约 4500 亿 元 中 期 借 贷 便 利
（MLF）。除去此部分，降准还可
再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

今年以来的四次降准

2018 年 1月 央行对部分商
业银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2018 年 4月 央行降低准备
金率100个基点

2018 年 6月 央行降低准备
金率50个基点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 下调
部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1个百分点

利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

2018 年 1月央行对部分商业
银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4月
与6月，央行分别降低准备金100
与 50个基点，本次央行再次降准
100个基点。今年以来，累计下调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50 个基点。
央行此前两次定向降准的目的之
一均是促进中小企业融资。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释
放约 7500亿元增量资金，可以增
加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
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源，促进
提高经济创新活力和韧性，增强内
生经济增长动力，推动实体经济健
康发展。

经济学界也普遍认为降准有
利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条件。兴
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
再度降准置换MLF，保持了总量
不变，体现了稳健中性，但拉长了
期限结构，有助于压缩期限利差。

“持续的降准，最终会有助于改善
市场风险偏好，压缩信用利差，改

善民营企业融资条件。”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降准有
利于金融机构加大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本次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
资金 1.2 万亿元人民币，新增的
7500 亿元会和缴税形成对冲，因
此，在流动性总量保持相对稳定的
前提下，有助于优化流动性结果。
降准可以使金融机构获得稳定的
长期资金，做好资产负债管理；另
一方面降准后有利于降低金融机
构资金成本，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不变

但是，再次降准置换 MLF 并
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发生改
变。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稳健中
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保持不变。本
次降准仍属于定向调控，降准释
放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中期借贷
便利，属于两种流动性调节工具
的替代，而余下资金则与10月中
下旬的税期形成对冲，因此，在优
化流动性结构的同时，银行体系

流动性的总量基本没有变化。“中
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注重
定向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
理增长，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
环境。”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表
示，本次央行能够降准的另一个
背景，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得到基
本控制。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已经开始回落。受房地产调控趋
严以及银行信贷控制影响，部分
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加快回落，
而一线城市房地产保持价格阴
跌、成交量收缩的冰封状态。关
于房产税的讨论也在影响市场相
关主体的预期。只要房地产市场
调控不松，央行降准预计对房地
产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房地产
企业仍应做好过冬的准备。此外，
央行在今年年内继续降准的概率
较小，下一次降准可能会放到明年
年初春节之前。

本月起央行降准本月起央行降准11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百姓购买商品房，是按建筑面
积支付房款，然而一些不良开发商
通过民众无法测量的“公摊面积”
玩“猫腻”，故意“短斤少两”，百姓
发现购房面积缩水很无奈，真要维
权却遭遇法律“瓶颈”。难道明知
吃了亏，却只能自认倒霉?

购房面积缩水，房地产公司
“软对抗”

2015年4月，部分居民到吉林
长春市工商局宽城分局(以下简称

“宽城工商分局”)投诉长春市星火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火房地产”)，反映所购买的商
品房面积缩水，并被多收购房款。

投诉居民称，他们在星火房地
产购买了位于长春市宽城区青年
路东田青年城三期C-2栋一单元
的房子，购买合同面积是75.7平方
米 和 113.59 平 方 米 两 种 户 型 。
2014 年在办理产权证时，星火房
地产通知，房屋实际面积比合同面
积大，让补交房屋面积差额款。小
面积的补交了1.4万元左右，大面
积的补交了2万多元。

这个单元的居民后来发现，他
们的房子比相同户型的都小，经初
步测算，他们认为被“黑”了，但如
果不交差额款，星火房地产就不给
办产权证，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
补上这笔钱。

居民要求，工商部门要把事实
情况调查清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
说法，并要求星火房地产退还多收
的房款。

宽城工商分局稽查队队长许
明晶介绍，接到投诉后他们进行了
认真核实，依法委托具有法定资质
的吉林省地矿测绘院，对消费者投
诉的商品房建筑面积进行实测，结
果证明面积确实存在差异。随后，
他们向星火房地产送达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要求其主动改正违法
行为。在当事人拒不改正的情况

下，宽城工商分局再次下达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但星火房地产仍
在法定期限内置之不理，拒不改
正。

宽城工商分局立案后根据有
关证据，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星火房地产要求
举行听证。经过两次听证，证明星
火房地产共多收取青年城C-2号
楼一单元 12 户购房者(宽城工商
分局委托实测部分)面积差额款共
计21.31万元。

2017年3月，宽城工商分局向
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
简称《消法》)第五十六条、《吉林省
实施〈消法〉办法》等法规中的有关
规定，对星火房地产没收违法所得
21.31万元，并处罚款213.07万元，
罚没合计234.38万元。

购房者权益受侵害，真的没
“法”管

星火房地产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后，提起行政诉讼，诉至长春
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星火房地产诉称：处罚决
定依据《消法》及相关规定，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商品房是具有不动
产属性的特殊商品，不是《消法》监
管范围内的一般商品，故不应按
《消法》对此事进行处理。另外，原
告向购房者收取面积差价款，依据
的是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
理局颁发的产权证及恒源测绘公
司出具的测绘报告，由于他们的工
作失误，造成原测绘报告面积出现
错误，恒源测绘公司已对此进行了
更正，并经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管理局确认，现原告依据更正的
测绘报告，已主动联系购房者退还
了面积差价款，故要求法院撤销被
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宽城工商分局则称：消费者的
投诉受法律保护，依据《吉林省实

施〈消法〉办法》第二十条“房地产
经营者必须按照实有面积销售商
品房，不得以虚假的销售宣传误导
消费者”的规定，房地产经营者应
受《消法》监管和约束。另外，原告
是在被告介入后才纠正错误行为
的，原告先后两次接到《责令改正
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
异议且拒不改正，已构成《消法》规
定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故《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予执行。

2017年 11月，宽城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原告主张的房地产商
品不在《消法》监管范围内的观点，
对此原告没有相应法律规定不予
以支持，故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星
火房地产的诉讼请求”。

星火房地产不服判决，向长春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2018年 4月，法院裁定“本案
中止诉讼”。理由是因案件涉及法
律适用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
出解释或者确认。终审法院认为，
在民事层面，房地产买卖纠纷不能
适用《消法》，只能适用《合同法》，
但在行政执法上如何适用需要慎
重，故作出“中止诉讼”的裁定。

宽城工商分局副局长王国华
说：“这个案子我们打了3年多，案
卷就达 20厘米厚，我们就是想较
个真，难道老百姓购房面积缩水只
能自认倒霉?‘中止诉讼’让本案

‘悬’了起来，致使行政处罚难以执
行。”

半月谈记者随机采访了青年
城三期C-2栋的几位住户。11层
的一位购房者说：“购房面积多大，
我们根本测算不清楚，特别是‘公
摊面积’包括很多项，根本弄不明
白，要不是工商局主持公道，我们
只能吃哑巴亏。我们是把多收的
钱要了回来，那些没测的多收也就
多收了。”

半月谈记者又到星火房地产
进一步核实情况，该公司一位负责
人表示，他们只能按法院最终裁决

办，目前无法履行工商局的处罚决
定。

明晰法律法规，堵住房屋缩水
漏洞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个别
不良开发商用“公摊面积”大作文
章，对购房者进行欺诈，一些小区
甚至连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棚、
车库，都计入到“公摊面积”中，而
国家法律明文规定这些不应算入

“公摊面积”。截至目前，由于国家
并没有明确规定公摊系数的上下
限，因此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
有开发商将“公摊面积”一再做大，
极端的甚至超过购房面积的50%。

吉林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侯
国宇说，如今的“公摊面积”之所以
会引发这么多矛盾，实质上是法律
法规缺乏清晰的界定，购房者知道
被欺诈也投诉无门，这就给了部分
利欲熏心的开发商以可乘之机。

宽城工商分局局长王亘对半
月谈记者说，青年城这类情况全国
各地几乎都有，百姓的权益到底如
何维护?一心想弄个明白的王亘，
随后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吉林
省工商局写信，反映这一问题。按
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意见，长春
市工商局专门就此向吉林省工商
局写出请示，请吉林省工商局转呈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解释。

近日，吉林省工商局向吉林省
人大法工委呈报了《关于查处房地
产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法
律适用问题的请示》，正在等待答
复。

王亘说，立法机关、最高人民
法院等部门应对房地产经营者侵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是否适用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问题，有一个
明确的说法。另外也需尽快对“公
摊面积”给予清晰界定，用明晰的
法规，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

购房面积缩水，难道没“法”管？

杨九华

港 城 故 事 多 ，充 满 海 和
渔，若是你到港城来，收获特
别多；港城故事多，充满住和
娱，若是你到港城来，快乐特
别多。

十一年前，东台沿海大开
发春雷激荡，建设项目异军突
起。第一个赶海弄潮儿是盐
城伟业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
在开发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同
时，创建了江苏蓝海混凝土有
限公司，为沿海大开发大建设
提供优质商砼配供服务。

看如今，标准道路纵横交
错，红绿灯下车流穿梭，道路
两边花红柳绿；森林公园、港
龙广场、科创大厦、大型超市、
假日酒店、美食小吃、特色海
鲜、华大烤鳗，应有尽有；中心
街道、住宅社区、学校医院、国
际大酒店，举不胜举；还有风
光渔、条子泥、渔美人街、红帆
船起点等旅游景点，美不胜
收。更有现代工业尤其是智
能光电产业，有力地支撑着港
城社会事业发展。

今天不把别的说，只说小
城三件事。

丁先兰：从深圳回小镇

沿海大开发之际，土生土
长的弶港人丁先兰，已旅居深
圳大女儿那儿生活了六年。
听说小镇变港城，她急忙回到
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陶
叶与酷爱渔港文化传承的丁
先兰，不期而遇。支持丁先兰
创办了“弶港渔妹子艺术团”
参与港城群众文化建设。懂
得感恩的丁先兰先后为“伟业
嘉盛集团”组织了四次重大演
出 活 动 ，场 场 出 彩 ，影 响 深
远。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天
源城”的首场演出，途中下起
小雨，上千名观众看得津津有

味，不愿离场。至今，人们记
忆犹新。“伟业开疆筑城十周
年”庆典演出活动，上万人次
的华人老外争先欣赏点赞。

彭海峰：清清楚楚置业

港城“弶上人家”楼盘，生
活着一对幸福的双胞胎小姐
妹。姐姐叫彭琳茜，妹妹叫林
珈旭，姐妹俩的乳名分别叫

“清清”和“楚楚”。
四年前，小姐妹俩上完幼

儿园，开始进入小学读书，爸
爸彭海峰、妈妈林竑设计了多
种购房方案，经过反复比较，

“弶上人家”有着与众不同的
品质和品味。一是浓缩了几
代弶港人的乡愁文化；二是建
筑材料是“蓝海混凝土有限公
司”配供的优质商砼。一个个
性化、人性化设计的楼盘花园
能够传世；三是距离弶小校园
仅有几百米的距离。接送方
便快捷，而且校园教学楼使用
的伟业优质混凝土，孩子课堂
读书安全系数绝对保证。爸
爸妈妈“清清楚楚”的选择，乐
坏了小姐妹俩。

老寿星：指点风水宝地

港城“弶六路”东首转角
处一幢楼房里，生活着一位
103 岁的高寿老人吴善才。老
人喜欢坐在楼前的靠背椅上，
东望龙王庙，西望天源城。夏
季晚间乘凉的时刻，大家喜欢
逗他，“老寿星，你说说今年台
风走不走弶港过境啊？”老寿
星说：“这 37 年间，就是 198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14 号
强台风和大暴潮袭击本港，此
后，再没发生台风正面登陆的
情况了。”老人常说：“弶港是
个风水宝地，选择购住天源
城、港城首府、弶上人家的外
地人和本地人可是打着灯笼
照准了。”

港城故事三则

五月牛

小时候，社会主义“康庄
大道”是我幼小心灵里对农村
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惑之
年，“要致富，先修路”成了我
们这代人对修路最直观的价
值认知。路修了、桥通了，当
我从谋生的地方一次次回家
与亲人团聚时，身上不再是风
尘仆仆，平坦洁净的乡间道路
上，机动车穿梭来往的田园新
景令人赏心悦目。道路通达
便捷不仅让行人一别路难行
的烦恼，更给广大农民带来了
滚滚财源。

岁月如梭，来去往复间，
我早已过了半百之年，当路通
民富的美好现实展现在人们
面前的时候，时代的飞速发展
又让人们生发出一种隐隐的
困 惑 ：乡 村 道 路 虽 然 四 通 八
达，但随着车流量的增加、特
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改造和
完善、农民居住环境的不断改
善，各种工程施工和商砼运送
车辆必须进村到户，现有乡村
道路的宽度，已渐而成为乡村
发展的一个新瓶颈，因此，我
们不妨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
审视乡村道路的现状。

乡村振兴的势头越旺，对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建
房等乡村建设工程提出的要
求就越高。国办【2010】第 33
号文件禁止施工现场使用袋
装水泥搅拌混凝土。要求一
律实行商砼定制配供，以解决
环境污染和工程质量安全问

题。然而，由于乡村路桥宽度
受制，许多地方商砼定制配供
的“最后一公里”难以通达，砼
搅拌车和砼泵送车无法到点
就位作业，农村路桥工程和农
民建房大都沿袭现场散装水
泥搅拌，有些乡村混凝土“小
黑站”充当地头蛇，趁机垄断
乡村市场，有些工程只得无奈
地接受附近村庄“小黑站”提
供的低劣配供。

我们应该从乡村振兴与城
市融合发展的高度，调整对乡
村道路建设的思维方式，跳出

“要致富，先修路”的旧套路，
确立“要振兴，路要宽”的新理
念。乡村振兴与城市融合发
展，首当其冲就必须突破道路
交通这个瓶颈，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道路桥梁的基础设施问
题。这个突破需要摆脱就事
论事、且走且看的短期行为的
束缚，以一个全新的眼光来谋
划乡村交通的远景。

令人欣喜的是，我最近经
常到乡下有事，只见路边的掘
土机铁臂挥舞、施工车来回穿
梭，许多地方都在紧锣密鼓地
实施乡村交通升级工程，乡村
主干道和桥梁都在逐步拓宽
改造。面对如此景象，笔者不
禁心生感慨：只有以大手笔描
绘新蓝图，以大步伐迈向新征
程 ，才 能 使 村 村 通 变 成 路 路
通、车车通，让我们的乡村真
正汇入乡村振兴的快车道，从
而全面进入人流物流信息流，
货畅其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全新境界。

为品牌商砼下乡
鸣锣开道

明星港湾住宅小
区位于惠阳路南,明星
家居城西侧，由安丰义
乌小商品城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图为建设中
的小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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