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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丙申年二月初五

明日上午10点，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
车辆（第二批）将分组进行网络竞价。省政府政务服
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昨日在官网挂出一条特别
提示：“竞拍前应事先咨询车辆拟迁入地公安交管
部门对车辆过户（转籍）尾气排放标准的规定后再
参加竞买，否则责任自担”。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了解到，在首批公车拍卖中，已有竞拍人
因未重视当地二手车迁入的相关政策，导致不能在
当地上牌。

记者了解到，本次拍卖的公车均不带号牌，拍
卖针对全国范围的买家进行，如果要将拍到的车辆
迁往外地，需要满足当地车辆迁入的排放准入要
求。目前，全国数百个城市都出台了二手车的“限
迁”政策。第一批、第二批公车拍卖的234辆车中，共
有22辆为国IV标准，其余车辆大部分为国III、国II标
准。这些排放标准在国IV以下的车辆如果上“川A”
牌照没有问题，但如果迁往外地，则要看是否满足
当地的准入标准。

记者了解到，在第1批公车拍卖中，尽管省政府
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布的《四川省省级
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一批）网络拍卖竞买须
知》中已经明确提示“竞买人自行咨询迁入地公安
交管部门有关车辆过户、转籍等政策规定”，且风险
需自担，仍有一些竞拍者未重视这一提示。“首批公
车110辆，其中有10%出现了这种情况，好在大部分
问题都已妥善解决。”负责此次拍卖的四川商品拍
卖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仍有极少数竞得者因这一
问题还没有来办理相关手续。“如果不来办理，将承
担相关违约责任。”据了解，违约责任包括保证金不
予退还、逾期按200元/天/辆的违约金缴纳等。

第二批公车拍卖依然火热。昨日下午4：00，记
者在第二批公车的展示现场看到，尽管距离展示结
束时间只有2个多小时，但看车者依然络绎不绝。第
二批公车共124辆，其中国IV标准的车有10辆，除一
辆长安奥拓起拍价为6100元外，其余车辆起拍价均
在5万元以上，车型包括大众、奥迪、别克、凯美瑞
等。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摄影报道

注册制是要搞的
熔断机制几年内不再推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回应三大焦点，澄清一个误会

在之前几天的两会进程中，刘士
余一直谨言慎行，这也让此次记者会
备受关注，人们都期待更多了解这位
证监会新掌门的所思所想。

“我到证监会上任22天了，还没
满月，但我深感责任重大，而且越来
越重。我一直奉行少说多做的理念，
但资本市场是要求公开透明的，所以
作为证监会主席，该说的还是要说。”
开场白中，刘士余幽默地用这句话表
达了自己对证监会主席言行的理解。

记者会上一系列回答中，人们不
时听到一些形象的比喻。比如，把股
市异动时的持续下跌比喻成“油罐车
下坡路上刹车失灵”，比如，用“美丽
与残酷”“此事古难全”来形容市场有
涨有跌等等。

“接地气，专业而谨慎”，这是刘士
余给在场多位财经记者留下的印象。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
中心12日下午举行记者会，上任未满
月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首次在
发布会上亮相（右图），三次回答记者
提问，涉及到诸多市场敏感话题。

刘士余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这一根本方
向，不能动摇。政府的职能是维护资本
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离开“三公”
原则就谈不上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谈不上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三大焦点

刘士余说，注册制是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顶层设计
任务，在这里明确回答大家它是要搞的，但
怎么搞要认真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注册制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启动注册
制改革，需要的系列配套制度等技术准备

还在研究论证，需要相当长一个过程。
他强调，无论是核准制还是注册制，

都必须时时秉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真诚理念对发行人的披露内容进行严格
审查。即使将来实行注册制，不但不能放
松，而且必须加强。

刘士余强调，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必须
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这一根本方向，不能
动摇。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场秩序，今后，“当市场陷入连续且完
全失灵的时候，仍然应该果断出手。”

刘士余说，一些非常规的临时性措
施，在资本市场进入了自我修复状态后已
经退出或者正在退出，不过，“至于中证金
退出的问题，还没有考虑，未来较长时间
内谈中证金退出都为时尚早。”

刘士余说，当初研究论证并实施熔断
机制的根本出发点，是为防止股市巨幅波
动，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推出后，熔断机制客
观上造成了助跌的结果，与这项制度的初
衷背离了。证监会立刻叫停了这一机制。

刘士余说，今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

建设要借鉴国际上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但
每一项改革必须牢牢立足中国国情。

“单从投资者结构来讲，我们是中小
投资者占绝对主体的，这一点世界上并不
多见。”刘士余说，未来几年，可以预见我
们的市场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
不具备推出熔断机制的基本条件。

刘士余借机澄清了一个近日流传颇广
的说法。“在3月8日那天，有一个传说‘新任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希望大家买股票不要卖
股票’。那天我在香港团讲‘作为证监会主

席，我不能建议大家买股票，更不能建议大
家卖股票’。也许是乡音难改，我的口音太
重了。今天我会更注意发音准确，也希望媒
体朋友更准确地传播。” 综合新华社

注册制 会搞，但有相当长过程

救市 未来较长时间中证金不退出

“熔断”未来几年不具备推出条件

一个澄清

特写
刘士余首秀稳预期

省级机关第二批公车明日开拍

车辆如需外迁
看清排放标准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13日上午9时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关于最高人民检察
院工作的报告；下午举行代表团
全体会议，审议慈善法草案修改
稿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
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3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列
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三
次全体会议；下午举行小组会议
审议各项决议草案，讨论“两高”
工作报告。

今日听取审议“两高”工作报告

让我再娶你一次
前妻患尿毒症，绵竹小伙主动复婚，全家出钱为她治疗

多年后，再娶她一次
宾客主动送上爱心“份子钱”

昨日中午，绵竹市九龙镇白玉村雷
文均（张淋的养父）的家里，两张大红的

“双喜”字贴在堂屋门口的两边墙上，亲
朋好友如约而至。此外还有收到网络邀
请函的众多志愿者，一场没有婚纱、没
有丰盛婚宴的婚礼在这里举行。

7年前，周美和张淋也在这里结
婚，而这次，小两口的复婚让这个院子
充满着亲情与爱心——还有眼泪，“爸
爸，在我患病的时候，是你们对我不离
不弃……今生都无以为报，说谢谢都
太轻了。”在“婚礼”现场，周美面对66
岁的公公雷文均，一度哭着跪在地上。

张淋说，3 年前离婚后的周美患上
了重病，在外租房居住无依无靠，所以
想把她接回来，好照顾她。

“我一定会尽一个当父亲的职责，挣
钱给你治病……”66岁的雷文均第一次
站在台子上，面对如此多的人讲话，显得

紧张，但他话里透出的真情让人感动。
因为治疗，家里花了很多钱，这次

婚礼的宴席，招待宾客的没有鞭炮，只
有几盆臊子面，夫妻俩现场盛上，给来
宾一一送去。前来观礼的宾客也纷纷献
出爱心，50元、100元、200元、300元……
婚礼现场，共募集到4万余元的爱心款，
将用于周美的后期治疗。

周美的小半生也算命运多舛。
幼年时，她被亲生父母抱给了一户

周姓人家，但还在少女时期，养父便因
病去世，她只得和养父的母亲相依为
命。2009年10月，20岁的她在别人介绍
下，嫁给隔壁九龙镇白玉村的张淋，第
二年，周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本以为生活就能这样下去，但后来
她和丈夫开始经常吵架，一气之下，周
美提出离婚，夫妻二人于2013年5月27日
协议离婚。“离婚后还是多后悔的，舍
不得娃娃。”此后，周美一个人在绵竹城
区租房、打工，维持生计。

2014年5月的一天，周美的身体突

然全身乏力，后确诊为慢性肾功能不
全。2015年病情突然加重，而且还发展
为尿毒症。对于突如其来的病魔，孤身
一人的周美感到束手无策。这期间她一
直靠一份临工维持生计，用她打工挣的
钱来支付治疗费用。

一家人，齐心救媳妇
丈夫把自己的手术先放着

直到2015年下半年，张淋一家才知
道了她的病情。周美介绍，因为想见儿
子，给婆婆打电话问情况，无意中她在电
话中说“自己时间不多了，想陪陪娃娃。”
在婆婆的追问下，她才说出了实情。

张淋介绍，2015年年初，周美在电
话里面提过生病的消息，但他没有在
意，可能因为那时还在赌气，“她提出离
婚，说走就走了！”张淋说自己对周美没
有恨，只是埋怨。

不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其实，在
张淋心里，已经再次接纳周美，“她一个

人在外面无依无靠，生病了没有人照
顾，我也不希望孩子没有妈妈。”

他为此回来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父
母支持他的做法，于是2015年10月，他
把周美接回了家。

一家人的生活从此改变。张淋为了
给周美治病，把自己去年打工受伤后的
工伤赔偿金5万余元全部用于周美的治
疗。其实腿部受伤、行动不便的张淋自
己也面临着下一次的手术，将腿上的钢
针取出，但他觉得，“救她要紧，我这个
等有钱再说。”

更难得的是，张淋的养父，和周美
毫无血缘关系的公公雷文均，除了在家
照顾周美的生活外，今年66岁的他为了
给周美筹集治疗费，平日里不仅在种植
基地里打工，空余时间还到外面去打零
工。雷文均说，不管有多困难，他都会尽
自己的所能为周美治疗，毕竟，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德阳新闻热线：15883898000

昨日，在离婚三年后，绵竹市的
周美和张淋，在众人的见证下正式复
婚。与上一次二人结婚不同的是，这
次是周美带着重病——尿毒症。她已
经花完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还面
临不少的治疗费用。张淋一家知道这
一不幸消息后，决定将周美接回来，
而且和周美复婚，给她温暖的家，一
起携手帮她治病。张淋还将自己的工
伤赔偿金5万余元用于周美治病。

11日，他们在绵竹政务中心领取
了结婚证，昨日在家乡进行了简单的
复婚仪式。

共战
病魔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的投资数据
显示，1月至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
增长10.2%，增速比去年全年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
比去年四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业内分析认为，前期“稳增长”政策措施效果不
断显现，是促使前2个月投资增速反弹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去年以来投资增速不断下降的态势有所变
化，为促进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另外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2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529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2%，继续保持
平稳较快增长。业内预计，在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下，
新兴业态的消费将有更大拓展空间。

数据显示，部分消费升级类、文化消费类商品
销售情况较好。1月至2月限额以上单位体育与娱乐
用品类同比增长16.0%，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9个
百分点；通讯器材类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20%
以上的较快增长；书报杂志类增长7.5%，加快6.5个
百分点。对于未来消费走势，业内认为，我国消费率
低、储蓄率高的现状意味着家庭消费潜力巨大，相
较传统消费领域，更关注由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
等引领的新兴消费的表现。

稳增长措施效果显现
前两月投资增速稳中有升

昨日的婚礼现场上，周美与张淋为亲友端上臊子面

新华社发

四川代表团提10件全团建议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恳请国家尽快批复
项目可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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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公车拍卖看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