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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京沪周边城市落户政策趋紧
部分已提积分落户

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8月26日公开
表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总量
2182.1万人，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18.1万
人，但和年终目标相比，任务还很艰巨，全市
人口总量已超出2177万人的调控目标。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在北上广深
积分落户政策均已出台并且将与人口调
控衔接平衡的情况下，北京、上海周边部
分城市的落户政策也日趋严格，有的城市
甚至也提出积分落户制度。

记者梳理各省户籍改革意见发现，大
部分省区市此前已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
城市落户限制，基本没有门槛。只要有意
愿、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在小城市哪怕是
租房子都可以落户。

但随着北京、上海以及周边房价在今
年迅速上涨，京沪周边城市及小城镇的落
户政策明显严格不少。根据今年一季度印

发的《河北省居住证实施办法（试行）》，北
京周边的三河市、涿州市市区及下辖建制
镇，香河县、固安县、怀来县政府驻地镇及
其他建制镇等，可根据实际，综合合法稳
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参加社会保险年
限等因素，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其中特别
明确提出，“城镇综合承载压力大的，可结
合本地实际，建立居住证积分落户制度”。

尽管有开发商仍在忽悠购房者“在燕
郊买房就能落户”，但实际上，从今年4月
10日起，紧邻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的落
户政策已全面收紧。《三河市促进房地产
业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规
定，购买商品住宅且在三河市缴交三年社
会养老保险的外地人，准许迁入三河市户
籍。这一政策意味着，原先在燕郊买套房
马上就能落户已成为过去时。

紧挨上海的苏州，今年年初也出台实施
了《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办法》，外来人
口如果想落户苏州需要首先申请参加流动
人口积分。苏州每年将根据公共资源的实际
情况，安排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迁入户籍。

这一新变化，一方面来自于京沪以及
周边房价暴涨。去年以来，北京、上海房价持
续上涨，让不少“北漂”“沪漂”选择在三河燕
郊、昆山花桥等环京、环沪地区购房。北京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2015年
8月北京通州出台最严格限购后，很多资
金外溢，开始炒作环北京楼市，导致当地
房价暴涨。记者统计，河北燕郊的房价已经
从2010年前后的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
最高上涨至每平方米20000元以上。

另一方面，房价猛涨，人口剧增也给
当地带来了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
上的巨大负担。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

设如火如荼之际，由于大部分住在燕郊的
居民都在北京上班，潮汐式往返于北京和
燕郊之间的人流有增无减，每天多条进出
京道路均“车满为患”。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房地产市场快
速上涨、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仍然稀缺、大
量工作机会集中于大城市中心区等因素，
将致使城市病向都市圈内其它城市蔓延，
所以才有了京沪周边城市落户政策收紧
的新现象。

而在这背后，这些城市与北京、上海
联系也日益紧密。记者在上海周边城市采
访时，每次都能听到当地与上海的“血肉联
系”，有的江浙公务员最爱看的电视台是东
方卫视；有不少江浙群众呼吁上海的轨道
交通和市域铁路能早日从上海延伸出来；
还有不少江浙官员希望上海的“十三五”规
划能留些口子，方便邻县进行对接。

当地时间28日，俄罗斯残奥委会主
席卢金表示，将22个俄方残奥会参赛名
额分配给美国代表团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俄方将不会就此罢休。

8月7日，国际残奥委会作出决定，因
兴奋剂问题，俄罗斯运动员将不能参加里
约残奥会。俄方随后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提起上诉。23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
俄方上诉被驳回，俄罗斯彻底无望参加里

约残奥会。
28日，美国残奥委会官网发布消

息称，美国残奥代表团又获得了22个
参加里约残奥比赛的名额。而这22个
名额本属于俄罗斯残奥代表团。至
此，美国共有289名运动员参加里约残
奥会，是本次残奥会规模最大的代表
团。

对此，俄残奥委会主席卢金28日在

莫斯科对外界表示，包括将俄参赛名额分
配给美国代表团在内的所有针对俄罗斯
残奥代表团的决议都是非法的，“无论过
去、现在和将来”。

卢金表示，俄罗斯将不会就此罢休。
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俄上诉要

求后，俄方一直不接受相关机构对残奥
代表团作出的决议。包括俄总理梅德韦
杰夫在内的高层人士普遍认为，俄被拒

残奥会门外或是因为政治原因或是因为
某些国际残奥委会领导人希望消除强劲
竞争对手。

今年以来，俄罗斯体育界蒙上了使用
兴奋剂的阴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独立
调查小组此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俄体育界存在有组织地使用兴奋剂的情
况。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期间，甚至有政
府官员为躲过兴奋剂检测，偷换了俄罗斯
运动员的送检尿样。

该份报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今年
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俄罗斯代表
队有 7个项目被裁定无法全员参加比
赛。在本届奥运会上，俄罗斯仅获得
56枚奖牌，较往届奥运会成绩有明显
下滑。

奥运精英代表团在港示范表演
里约奥运会内地精英运动员代表团28日继续访

港交流行程。代表团分批在香港多个场所示范羽毛
球、乒乓球和跳水运动，并与香港运动员和青少年
制服团体进行交流，分享奥运精英代表得奖的喜悦
和拼搏奋进的精神。

上午，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马龙、张继科、许
昕、丁宁、刘诗雯，羽毛球队谌龙、傅海峰、张
楠、林丹等人，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大秀球技。
除了与香港羽毛球及乒乓球代表队进行友谊赛外，
奥运精英们也进行了“跨界”表演。被誉为“超级
丹”的林丹表演乒乓球，与手持手机的乒乓球运动
员李晓霞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抗赛；而现任中
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刘国梁，也在观众的期
待中与林丹大秀羽毛球球技。

在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奥运会跳水项目金牌
得主吴敏霞、施廷懋、曹缘、林跃、陈艾森、陈若
琳、刘蕙瑕和任茜，在现场示范3米板跳水和10
米台跳水等表演；奥运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孙杨
及女子100米仰泳季军傅园慧也一同前往，与观众
互动。

与此同时，国家女排运动员连同教练郎平在香
港九龙与数百名小朋友及市民见面；场地单车女子团
体竞速赛冠军钟天使及宫金杰来到香港油塘一所学校
与小学生们交流，并试玩了单轮车。国家举重及竞走
金牌运动员则前往香港马鞍山与香港青少年交流。

“半数德国人拒绝默克尔连任!”德国
新闻电视台28日称，德国2017年将举行
联邦议院选举，对于是否愿意看到总理
默克尔第四次连任？德国民调机构的调
查结果是“不”。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委托民调机构
埃姆尼德进行的调查显示，50%的德国民
众不希望默克尔连任第四任期，42%的人
表示支持其连任。《星期日图片报》去年
11月的调查显示，48%的人反对默克尔
连任，45%的人表示支持。

德国《明镜》周刊称，默克尔原先预
计今年年初宣布是否谋求连任，但因姐
妹党基社盟在难民危机处理上与其立场
不同，且民调支持率一直下滑，她至今仍
未公开表态。有媒体称，默克尔或将在
2017年春季宣布决定。据报道称，基民盟

将于12月举行党代会。该党内部消息称，
默克尔将角逐党魁职务。如果连任党主
席，意味着她将谋求连任总理。

《明镜》周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尚
未决定是否继续支持默克尔，基社盟正
考虑是否推出自己的总理候选人。有民
调显示，一直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泽
霍夫与默克尔的民调支持率相差不大。

就在去年8月初，《图片报》等德媒还

称，若默克尔本人想连任，将“板上钉
钉”。但难民潮的到来打乱了默克尔的连
任之路。尤其是新年前夜的科隆大规模
性侵事件以及7月的恐怖袭击事件，让默
克尔的支持率不断下滑。

德国《焦点》周刊28日称，一年前，默
克尔一声令下打开德国边界，欢迎难民到
来。德国“欢迎文化”引来100多万难民，也
引发德国社会分裂。“欢迎文化”一年后，德
国人对默克尔的看法改变了。德国副总理

加布里尔27日对德国电视二台称，默克尔
低估了挑战。德国移民与难民管理局28日
预测，今年将有30万名新难民来德国。

德国对总理连任期限没有限制，每届
任期4年。几位前总理中，两人执政时间比
默克尔长。“统一总理”科尔执政超过16年，
首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执政14年。《图片
报》称，如果默克尔不能连任，不仅影响德
国的政策走向，也将对欧盟的完整性构成
威胁。届时，欧盟的前景将更加不可预测。

美海军又收天价攻击型核潜艇
由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赞助的一艘攻

击型核潜艇27日交付美国海军。这艘水下“巨无霸”
耗资27亿美元，是美国第13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可执行包括反潜战术、运送特种部队和侦察在内的
多种任务。

这艘核潜艇由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通
用动力电船公司制造，耗时5年半，来自康涅狄格州、
罗得岛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数千名技术人员参与了这
一项目。

这艘核潜艇将以米歇尔的老家伊利诺伊州命
名，定于10月29日下水服役，届时米歇尔将出席当
天举行的下水仪式。

作为赞助人之一，米歇尔的名字首字母被刻在
一块钢板上，放置在船员的用餐室。米歇尔还将借由
这艘潜艇与船员及其家属建立“特殊关系”。美国媒
体没有提及米歇尔赞助资金的具体数额。

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副总裁肯尼思·布洛姆施泰
特介绍，潜艇在建造过程中没有发生主要故障，下水
测试表现“极佳”。潜艇的指挥官杰斯·波特说，他们
将继续对潜艇进行测试，以验证其作战能力。

“伊利诺伊”号船身长115米，排水量7800吨，水
下时速超过46公里，标准乘员130人，配备武器包括
鱼雷和“战斧”导弹。美联社报道，这艘核潜艇的船头
经过改造，装有两个直径更大的发射管道，未来可以
发射更先进武器或无人船。

据白宫称，这是米歇尔第二次成为美军船舰项
目的赞助人，除“伊利诺伊”号核潜艇外，她还赞助了
美国海岸警卫队警卫舰“卡特·斯特拉顿”号。

韩国与日本27日举行财长会谈，随
后宣布，同意启动恢复货币互换协议的
谈判。日本共同社解读，这显著反映了两
国关系近期的改善。

这次财长会谈在韩国首都首尔举
行，经济背景是两国都面临新兴经济体
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挑
战，政治背景则是韩日关系自去年12月
以来改善。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柳一
镐在与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会谈后说，两国同意启动重启货币互换
协议谈判，在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
长的背景下，这是两国“强化经济合作的
见证”。

柳一镐说，尽管货币互换协议原本不

在会谈议程内，但韩方在会见中首先提议
启动重启货币互换协议的谈判。“考虑到双
边经济合作的象征性意义，韩国提议恢复
货币互换协议，日本接受了提议。”

柳一镐说：“在许多国家都尽可能多
的同他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时，恢复货
币互换协议将帮助减轻全球经济的不稳
定。这是韩国政府的重要政策。”日本财
务省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柳一镐的
说法。

韩联社报道，双方接下来将举行工
作会谈，讨论货币互换规模等其他细节。

韩日货币互换协议是旨在应对金融
危机的双边紧急货币融通机制，允许彼
此用本国货币向对方换取美元，相互提
供流动性支持，帮助纾困。两国2001年签

订协议。2011年韩元汇率因欧洲主权债
务危机暴跌，韩日两国政府决定把货币
互换额度扩大至700亿美元，但2012年
10月缩减至扩大前的130亿美元。

2013年，在韩日关系不见好转的情
况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规模缩减至100
亿美元。去年2月协议到期后，双方没有
延长协议。

在韩国保守派要求克服“外交孤立”
的呼声和两国共同的盟友美国施压下，
韩国总统朴槿惠去年5月提出处理韩日
关系的“双轨”政策，即把韩日历史、领土
问题与经济、安保合作切割处理，不让

“慰安妇”问题和历史问题堵死韩日间所
有交流的通道。同月下旬，韩日财长对话
时隔两年半在东京重启。

共同社说，围绕“慰安妇”等问题的日
韩政治关系改善助推重启货币互换协议。

去年12月，韩日外长举行会谈，就最
终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政
府承认对“慰安妇”问题负有责任，安倍
晋三以首相名义向“慰安妇”受害者表示
道歉；同时，日方答应出资10亿日元（约
合996万美元）支持由韩方发起成立“慰
安妇”受害者援助基金，但强调这是“治
愈金”，并非“国家赔偿”。若日方能切实
履行上述承诺，韩方将确认“慰安妇”问
题得到“最终解决”。

对此，韩国国内一直存在不满声音，
认为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对强征“慰安妇”
负有法律责任，韩国政府则被认为因着
眼于强化韩美日三边军事合作而草率协
商“慰安妇”问题，没有妥善顾及国民情
绪。不少民间团体定期举行示威，抗议韩
国政府无视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声
音，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历史罪行，对“慰
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

韩日将重启货币互换协议谈判

据BBC援引日本媒体报道，28日，日
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场
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富
士综合火力演习”。（如图）

共同社报道说，演习以夺回被敌人占
领的岛屿为假想目标，向约2.7万名观众
展示了陆海空3个自卫队联合作战的情
形。这是扩大自卫队任务的安保法在3月
份实施以来首次进行这一演习。据防卫省
称，演习没有反映新任务内容。演习约有
2400名自卫队员参加，使用弹药36吨。演
习将富士山山麓的演习场设想为岛屿，空
自F-2战机升空攻击正在靠近的敌舰。直
升机部队侦查敌军状况之后，10式坦克等
陆续射击。

该演习自1961年起每年举行。28日，

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和统合幕僚长（相当于
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河野克俊等防卫省干
部视察了演习。中国和韩国等20多家海外
媒体前来采访，关注度之高可见一斑。

防卫省宣布明年的预算开支超过逾
五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大笔预
算会用于部署及改良拦截导弹，防范朝鲜
弹道导弹威胁，并会加强离岛防卫。预算
将包括在鹿儿岛奄美大岛和冲绳县宫古
岛的警备部队部署，费用超过700亿日
元，以及购入更多的鱼鹰运输机及F-35
战机，加强西南诸岛防卫。

宫古岛与中日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
相距仅170公里。而宫古岛对开的国际水道
是中国海军船舰进出西太平洋的重要路径，
日方加强警备部署势将受中方关注。

俄22个残奥会名额被分给美国
俄方：将不会就此罢休

日本大规模实弹军演
以夺岛为假想目标

半数德国人反对默克尔四连任
欧盟完整性或将构成威胁

希拉里民调支持率过50%
据法新社报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大选

两位候选人的比分拉大，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率迈
过50%这一重要门槛，在与特朗普的竞争中首次以
51%比41%领先。与此同时，希拉里·克林顿27日
听取国家安全机密情报汇报，而特朗普私人医生表
示，特朗普身体特别健康。

希拉里·克林顿支持率迈过了50%的门槛，以
51%领先对手特朗普10个百分点。这之前，一些重
要机构也不看好特朗普。美国花旗银行25日发表的
一份报告说：今年美国大选是全球经济一大不确定因
素，预计，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球经济将
陷入衰退。如果希拉里获胜，政策很大程度上得以
延续。

另外，希拉里·克林顿27日听取美国国家安全
机密情报汇报，了解美国所面对的国内与全球主要
威胁。这是她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的首次。
而特朗普已经在本月初听取了类似安全情报汇报。
两人所听的汇报时间都是2小时左右。

美国法律规定，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与他们
的重要助手依法要听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进行安全
事务的机密情报汇报，一旦他们当选，就已经做好
了准备。过去60来年来都是如此。

我国拟开征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法草案2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

次审议，草案提出在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
根据草案，环保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直接向
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应税污染物为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
废物和噪声。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对草案的说明中称，本次
立法是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将现行排污费制
度向环保税制度转移。

我国自1979年已经确立了排污费制度，2015
年征收排污费173亿元，缴费户数28万户。

草案将现行排污费收费标准作为环保税的税额
下限，规定：大气污染物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1.2
元；水污染物为1.4元；固体废物按不同种类，税
额为每吨5元至1000元；噪声按超标分贝数，税额
为每月350元至11200元。

考虑到各地情况差异较大，草案中授权省级人
民政府可以在《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
额标准基础上，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报同
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备案。

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修改后的立法法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出明确要求
和作出明确规定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第
一部税收法律草案。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地址：启东市长江中路723号 邮政编码：226200 联系电话：总编办83128890、技术部83128830、快报部83128820、管理部83128810、采集部68263322、编发部83128820、广告部8312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