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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快递男孩”小长江近日引发网友广泛
关注。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
发布通报称，小长江已被送至青岛市儿童福利
院，并将先行安排他入学读书。

小长江自称今年 7 岁，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其父亲生前工友颜先生带小长江一起从老
家山东枣庄来青岛务工，居住在徐州北路6号
申通快递点。

颜先生介绍，自己做快递工作6-7个月，由
于小长江入学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留他一
个人在家怕走丢，就带着小长江一起工作。时间
长了，小长江说要独自帮颜先生送快递。“刚开
始不放心，就远远跟在他后面，跟了几次发现没
什么问题，就让他自己去了。”颜先生说。

不过，颜先生还是不放心让小长江走远，
只让他在熟悉的小区附近送快递，这便有了后
来的“快递男孩”。

14 日，小长江已被送至青岛市儿童福利
院，由专人陪护。政府部门将先行安排小长江
入学读书，并确保孩子身心健康。同时，青岛市
市北区有关部门将赴小长江母亲所在地，与当
地派出所及孩子母亲取得联系，依法就孩子监
护及户口问题进行协商。 据新华社

派工作组看望受辱受伤民警辅警

公安部：为民警撑腰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期，河南

南阳和开封、山东济南和菏泽以及湖南长沙等
地相继发生一线公安民警、辅警正常执法执勤
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法和辱骂殴打事件，极少数
不法人员漠视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秩序，
不服从现场执法管理，肆意辱骂、殴打民警和
辅警，甚至进行造谣诽谤，对一线民警和辅警
的人身安全和个人声誉造成严重伤害，给警察
执法权威和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严峻挑战。

对此，公安部高度重视，要求各地公安机
关依法打击暴力袭警、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
严肃追究袭警辱警人员的法律责任，并派出工
作组专程赶赴有关地方，对近期在执行职务过
程中遭遇暴力抗法、暴力袭警而受辱受伤的民
警和辅警进行亲切慰问，转达公安部党委的关
怀关爱，并进行专题调研。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公安机关特
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民警执法权益保护
工作，为民警依法履职撑腰打气，该严格执法
的没有严格执法是失职，该支持和保护严格执
法的没有支持和保护，同样是失职。

同时，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探索建
立民警依法履职免责制度，对民警严格执法行
为，只要符合法律规范和法定程序的，要坚决
支持保护；对恶意抹黑民警执法的，要旗帜鲜
明、依法处置，坚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央广）

唐家岭，这片昔日“蚁族”聚集的城中村
变成了整洁、美丽的城市社区——唐家岭新
城。小区里一部分房屋是村民的回迁房，另
一部分则是面向社会的公共租赁住房。

唐家岭新城是北京试点农村集体土地建设
租赁住房的缩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15日
表示，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一提供者。

去年8月，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确定北京、
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
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打破了目前政
府作为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的局面。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北京市去年首次将集体土地列入
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并超额完成。截至2017年
12月底，北京市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供应
203.9 公顷，完成率 102%，超额完成 2017 年
度供应任务。朝阳区平房乡、海淀区唐家岭、
昌平区北七家镇等5个项目、1.28万套房源
已经开工，目前已入住4200余户。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志锋认为，北京等
多地将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用于
租赁住房建设试点探索，并推广相关经验。

据了解，2018年至2021年，北京还将供
应约8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
房，平均每年供地任务量约200公顷。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国土资
源部鼓励集体用地建设租赁房，有利于增加用
地指标紧张城市的租赁房源。13个城市基本都
属于一二线城市，国有土地相对紧张，部分区
域存在城中村等集体土地，集体用地建设的租
赁房进入租赁市场有利于缓解房源紧张和城
中村改造。预计非房地产企业开发集体土地的
政策将会在全国加速试点。 据新华社

孩子小名“思思”“念念”

1月9日上午，庞方国夫妇带着
小孩，来到了去年做试管婴儿的地
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两个小孩分别由爸爸和姨妈抱
着，在怀里安静地睡着了。哥哥穿着
蓝色小棉袄，妹妹则是红色。他们准
备回湖北随州老家，临走前再来医
院看看，还带来了一面锦旗。

刚出生时兄妹俩都是 2190 克，
哥哥胃口更大，现在比妹妹要重一
点，两兄妹都长了一斤多，快到3000
克。庞方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已
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儿子叫庞清
晖，女儿叫庞思琦。“琦”和“题”谐
音，并且女儿的小名叫思思，儿子的
小名叫念念，“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忘
记大哥庞题，以大哥为榜样。”

不后悔送儿子去参军

庞方国和方志英是湖北随州
人，2010 年，家中独子庞题参军入
伍，曾任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保税

支队天保大道中队班长。2015年8月
12 日晚，天津港特大爆炸事故发生
后，庞题主动请缨，参与救援，却在
爆炸事故中不幸牺牲，年仅24岁。

儿子牺牲后，夫妻俩陷入了深
深的悲痛。2015年底，方志英向庞方
国提出想再生一个孩子。夫妻俩来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咨
询试管婴儿的相关情况。经过几个
月的调理，2016年4月12日，夫妻俩
开始第一次试管婴儿的尝试，但以
失败告终。但是夫妻俩没有放弃。为
了预防血栓形成，方志英每天需要
注射3到4针抗凝药物，身上最多时
有几十个针眼。直到 2017 年 5 月 13
日，第四次尝试，真的怀上了。

在欣喜的间隙，夫妻俩偶尔也
会回想起大儿子庞题，但是他们至
今不后悔送儿子去参军。庞方国计
划着，接下来两三年都不出去打工
了，主要在家照看两个小孩。

“再过一段时间，就带两个孩子
去看大哥，以后也会把大哥的故事
说给他们听。”庞方国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16日表
示，兰州等地调控松绑系误读，我国坚持房
地产调控目标毫不动摇。

“住建部对房地产调控的态度是明确的、
坚决的，是一以贯之的。”该负责人16日在媒
体通气会上对记者说。2018年，将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毫不动
摇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毫
不动摇地坚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严
格落实各项调控政策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进一步落实
地方主体责任，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兰州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说，媒体报道
兰州市1月5日出台新政，取消了部分区域
的住房限购措施。实际情况是，兰州市对住
房供求矛盾突出的主城区从严实施限购等
调控措施，对部分库存较大的偏远地区以限
售替代限购；同时改进了审核方式，将购房
人提供相关证明，改为由房产部门通过社保
及税务部门系统中核查，便利群众办事。1月
8日，兰州市已在政府网站上澄清，此次政策
调整不是放松调控，而是从严调控，并提高
调控的精准性。

合肥市国土局有关负责人说，媒体报道
合肥市国土局1月3日在回复12345群众热
线电话称，商品房由开发商自行定价，且2016
年 11 月之前的出让地块不限价。实际情况
是，合肥市热线服务人员不了解限价措施的
内涵而做了一般性回复，被炒作成合肥市“放
松了调控”。1月6日，合肥市国土局已在网上
辟谣，并未对限价措施进行调整。 据新华社

7岁“快递男孩”引关注
已进福利院，将被安排上学

24岁小伙天津港爆炸救援牺牲 如今他的弟弟妹妹满月了

48岁“英雄母亲”：有孩子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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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生产完一个月，48岁的方志英身体还有些虚弱，她走路很慢，需要人搀扶着。
但是一看到襁褓里的一对儿女，她疲惫的脸上总会露出笑容。

外界给了方志英一个称号：“英雄母亲”。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发生特大爆炸
事故，家中独子庞题参与消防救援，不幸牺牲，年仅24岁。

失去孩子之后，本就患有脑梗的方志英身体状态更加糟糕。为了有个寄托，她不顾
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想再要一个孩子。丈夫庞方国一开始担心妻子的身体，后来也
坚定地支持。经过四次艰难的试管婴儿尝试，方志英终于在去年5月成功怀孕，并于去
年12月1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生下一对龙凤胎，体重都是2190克。

如今两个孩子刚刚满月，体重都长了一斤多，夫妇俩也从武汉回到了随州家中。方
志英说，有了孩子就有了寄托，有了希望。 红星新闻记者 王俊峰 发自湖北

我国将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
红星新闻采访多位资深专家分析影响

政府不再“垄断”住房供地

作为一项
重大创新，我
国将探索农村
宅基地集体所
有权、农户资
格权、宅基地
及农房使用权
“三权分置”。

国土资源
部部长姜大明
15日表示，我
国将研究制定
权属不变、符
合土地和城市
规划条件下，
非房地产企业
依法取得使用
权的土地作为
住宅用地的办
法，深化利用
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建
设租赁住房试
点，推动建立
多主体供应、
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让全体人
民住有所居。

姜大明强
调，城里人到
农村买宅基地
这个口子不能
开，按规划严
格实行土地用
途管制这个原
则不能破，要
严格禁止下乡
利用宅基地建
设别墅大院、
私人会馆等。

据新华社报道据新华社报道，，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1515日表示日表示，，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一提供者政府将不再是居住用地的唯一提供者。。
消息一出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立即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政府不再政府不再““垄断垄断””土地供应是否会影响房价土地供应是否会影响房价？？农农

民又该如何利用手中的宅基地实现增收民又该如何利用手中的宅基地实现增收？？
昨日昨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多位资深专家进行详细分析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多位资深专家进行详细分析。。

对老百姓有何影响？““目前主要影响在于租赁市场目前主要影响在于租赁市场””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
管理系教授王志锋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介绍，在目前制度下，我国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使用土地进
行建设，都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
土地。开发商从事住宅建设，也必须
从政府手中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
授赵秀池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实
际上从土地所有制来讲，土地分
为城乡两种制度，城镇土地归国
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
村集体也是一种土地的所有权。

从法理来讲，不仅是国家能够供
应土地，农村集体也可以是土地
的供给者。

“目前来看，集体建设这一
块的土地主要是为了大力发展租
赁市场。尤其现在咱们提倡租购
并举、不见得非要买产权房，租房
也是住有所居。”赵秀池说。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对
老百姓来说，一方面是部分市民化
的人口进城以后，部分宅基地或可
以用作租赁用地来进行。另一方面
是有助于部分城郊区形成更多的

租赁房源，也利好对房价的稳定。
“租售同权实际上更多还是在

国有建设用地上推行，主要是现在
一些租赁用地的出让。所以本质上
没有太多的区别，是一个先后次序
的问题。对于当前此类农村建设用
地来说，未来在类似城市近郊区市
场也可以积极落实政策，尤其是针
对流动人口采取新的住房和落户
政策。”严跃进表示。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也认
为，目前看来，该政策的主要影响
在于租赁市场。

此次土地改革思路出台，赵秀
池认为，对于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
住房供不应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加
大供应，可以起到平抑房价的作用。

严跃进表示，应该说当前此

类政策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思路的体现，所以会影响供应
端的内容。

“当然从房价的角度看，此类
物业更多影响租赁市场，短期内

对于房价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许
到了 2019 年以后，部分租赁用房
可以落实类似落户等内容，那么
实际上的政策影响就会增加。”严
跃进说。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
金，甚至占财政收入比例超过80%。

赵秀池认为，土地供应增加，
住房的供应随之也会增加，老百
姓选择的余地也就更大。“比如
一、二线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靠
招拍挂是远远不够的，放开多主
体供应，并不会影响招拍挂那块
的土地供应情况。如果是人口净

流出的小城市，加大了集体用地、
宅基地的供应，可能会减少招拍
挂的土地供应，从而减少政府土
地出让收入。”

严跃进认为，若是单纯看农
村土地市场，过去此类土地进入
国有建设用地，其实是经过征地
和土地招拍挂的流程的，其实对
土地出让金方面有较大的影响。
而现在，如果此类用地的供应主

体明确，那么实际上就没有征地
和土地招拍挂一说了，反而就会
减少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了。

他补充道：“但从另一个角度
看，此类用地的交易，会带来更多
的税费收入，尤其是此类税费收入
会从相关的集体经济组织等层面
征收，所以会改变相应土地财政背
后的资金来源结构，有助于地方政
府改变用地和财政运作的模式。”

““短期内对房价的影响有限短期内对房价的影响有限””对房价有何影响？

““有助于改变用地和财政运作模式有助于改变用地和财政运作模式””对土地出让金影响大吗？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贺雪峰在接受红星新闻
记者采访时表示，探索宅基地“三
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
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
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主要目的是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贺雪峰说，“在某些地方，一
块宅基地可能卖几百万、上千万，
但在中国更多的广大农村，宅基
地并不那么值钱。只是在特定的
比如说有旅游资源的地方，或者
地理位置比较方便、城市资本可
以进入搞休闲农娱的地方，财产
性收入才可能很多。”

贺雪峰认为，允许农民的宅基

地通过“三权分置”，盘活用好少数
具有旅游资源的农村的闲置农房，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获得收益，这可
能是此次土地改革思路的重点，但
对于农村不会有很大影响。

严跃进说，从宅基地的“三权
分置”的角度看，实际上也是积极
探索当前宅基地流转等概念。从
此类政策来看，宅基地的集体所
有权的概念不会变，这是基本的
原则。而从农户的资格权来看，也
是要积极保障的，这也是新型城
镇化中需积极关注的内容。

而在此类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的概念上，不排除会出现部分宅基
地改为租赁住房的做法，类似做法

其实和目前租赁住房的用地性质
是不同的。当前租赁用地的用房性
质其实是国有建设用地，而后续宅
基地上形成的租赁房源属性依然
是集体建设用地的范畴。

严跃进指出，此类政策思路
或是对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
地的“解放”，利好部分大城市周
边的宅基地的盘活，但也有两个
底线：第一、土地属性不改变，还
是属于集体建设用地；第二、允许
租赁住房产品先探索，其他产品
类似普通住宅是否跟进还要看后
续改革的进度。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张炎良北京报道

综合新华网

““主要目的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目的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村宅基地更值钱了？

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

关/键/词

试点
聚焦

集体用地建设租赁房
成都等13城已在试点

同步
播报

兰州等地调控松绑系误读
住建部：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

7岁男孩小长江跟随好心人在青岛送快递

方志英露出欣慰的笑容 庞方国给孩子喂奶

谩骂殴打游客之后逃逸
这个“雪乡游”导游被抓住了！

一段“中国雪乡”风景区导游谩骂殴打游
客录音近日经网络曝光，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记者16日从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地区公安局获
悉，已在哈尔滨抓获该导游，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2017 年 12 月 24 日上午，大海林林业地区
红旗派出所接到游客宗某报案，黑龙江省桃源
假日旅行社导游姜某（自称姓李）威胁游客另
行购买旅游项目，并与其发生肢体冲突，经管
理部门协调无果后，姜某逃逸。

事件发生后，大海林林业地区公安局迅速
立案展开调查，确认姜某强制消费、打伤游客
情节属实后，派出精干警力，在哈尔滨市蹲守
多日，终于在1月15日将嫌疑人姜某抓获。

针对近期发生的旅行社“宰客”、“强制消
费”等事件，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旅游局局
长刘忠才提醒广大游客，如果在旅游途中遭遇
导游强迫消费等行为，游客可以拨打12301国家
旅游局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如在雪乡景区内发
生类似问题，除了拨打以上投诉电话外，游客还
可以留意景区内随处可见的公示牌，按提示拨
打投诉电话400-000-0453。大海林重点国有林
管理局旅游部门承诺，对游客投诉问题将及时
查办处理，确实维护游客利益。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