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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摩天大楼该降降温

不少高楼本身并非完全的市
场自发行为。

与其将关注点集中在“为
何选择”，不如聚焦他们“为何
能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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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100万5年后只剩1块
银行被骂冤不冤？

该案被银行“弄”得很
复杂，甚至一度上升为刑事
案件，但本质却很简单，那
就是：储户的存款被他人取
走，银行应否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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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都区大丰街道龙湖方元
路农贸市场招商已结束， 中标
人为成都东博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②新都区正因社区9
号、10号示范楼栋委托运营（第
3次）招标，详细信息在四川德
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网站 (
http://www.scdxzb.com/)标 讯
动态栏目查看。 咨询电话：刘
女士、028-83977895。

声明·公告
●成都众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舒大新法人章 （编号51010060
08183）遗失作废。
●大邑县杨氏合心种植专业合
作社公章 ：5101295023327遗
失作废。
●成都市骆染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葛小文法人章（编号：510109
997560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撩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昆明东润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收据1张,收据编号: 08
887939,金额6000元,声明作废
●四川中豪天堃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原法人刘礼营法人章编
号5101055356087遗失作废。
●白燕 （身份证号码51302119
8001060445）所购佳年华广场
2-1604号房收据遗失作废，票
号：0005867，金额：307021元，
交款时间：2018年11月19日。
●成都恩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叶渝红法人章（编号：51010799
3818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大丈火锅店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
0100MA673F5J94遗失作废。
●四川叁海博观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
095523041）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兴绣藏羌文化工艺发展
有限公司2016年6月3日取得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91513223MA62F1T844遗失，登
报声明作废。
●四川永辉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096
991901,编号:651003033218,开
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芷泉支行, 账号:440
2205009100459724)遗失作废
●成都鸿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83
18946）、 严亮法人章 （编号：
5101008318947）遗失作废。
●四川老乡客土特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 李江法人章 （编号
5101069974287）遗失作废。
●四川富鑫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
820069030）遗失作废。

●成都麟润郡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原法人陈荣法人章编号
5101085376626遗失作废。
●四川广贤软件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21595
359K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150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800万元,请公司相关债
权人在此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债务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四川百广视界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A2XK48A）， 公章一枚 （编号
5101095769009），声明作废。
●四川易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税号：91510129MA6ANNU
22C）杨勇法人专用章（编号：
5101295054750） 遗失作废 ，
特此公告！

●成都欧洛建筑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95564822）遗失作废。
●成都丰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原法人文雅霖法人章编号5101
095651240遗失作废。
●成都市思博森电子有限公司
原法人曾燕法人章编号51010
40286874遗失作废。
●成都覆陇黄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235098
621遗失作废。
●业兢集团有限公司增值税专
用发票（代码5100201130；号码
0380105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卓普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贾威法人章编号：5101
099987500遗失作废。
●四川康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原法人高伦仁法人章编号5101
075135517遗失作废。

●四川企讯无忧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137
18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晗雅怡商贸有限公司原
法人刘颖杰法人章编号：5101
040068359遗失作废。
●成都畅达农副产品配送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0
8885701遗失作废。
●成都艾瑞格家具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75301
95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逐意商贸有限公司顾峰
法定代表人章 （编号：510108
9911721）遗失作废。
●四川捷成腾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雷友强法人章编
号：5101820065228，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820065226，发票
专用章编号 ：5101820065227
遗失作废。

●成都智申贸易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550232
32）遗失作废。
●成都小橙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550
72563遗失作废。
●成都国韧广告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400
26221遗失作废。
●成都川楚置业有限公司严力
法人章编号 ：5101095603025
遗失作废。
●成都宝源宏食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6997204
6遗失作废。
●四川大华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95161095）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遗失
私章（吴艳）一枚，声明作废。

●成都清网威联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入
网 号 ：5101008475174）遗
失作废。
●四川良德物流有限公
司，冯德军法人章（编号：51
01069953738）遗失作废。
●四川省船舶检验局公章
（编号：5101000000203）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麦兜响当当财税咨询有
限公司杨江法人章编号：5101
069951696遗失作废

●郑刚， 人民警察伤残证，证
件号：川警A000221声明遗失。
●武侯区科华森林野兽花园火
锅店（92510107MA6CCYLW22）
遗失公章一枚，印章编码:51010
75356887，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
安全质量的通知》，要求对100米以上
建筑应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空
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
配；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不
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为什么一些城市还需要建摩天大
楼？这是因为不同地段的经济价值是
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心城市内部，从市
中心到郊县，土地的经济价值依次递
减，对于服务业而言，摩天大楼大幅弥
补了高价值地段空间不足的弊端，在
固定不变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空间。

摩天大楼在方寸之间提供巨量
的空间，容纳更多的人口，提高建筑
的人口密度，促进集聚的共享、匹配
和学习的功能，进而提高经济效益与
创新。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高层
建筑应当建在极高经济价值和极高
人口密度的区位。

但现实并非如此。超高层建筑容
易成为城市或区域的地标，个别地方

也容易将其当作政绩，因而不管一个
地区是不是金融中心，也不管这个地
区的经济活动是否真正需要超高层
建筑，CBD（中央商务区）和超高层
的金融中心建筑仍是要建的，不少在
建的500米以上的建筑都被冠以“金
融中心”的名号。

相比来看，中国超高层建筑的规
模整体上超过了经济体量。中国的超
高层建筑大多都是2008年以后建起来
的，本身也非完全的市场自发行为。

超高层建筑从可行性研究到立
项，大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国家发改
委此次的《通知》亦可视为对地方的
约束。总体看来，《通知》主要从技术
环节约束超高层建筑的立项、实施与

验收，包括审批程序、项目管理程序、
事中事后监管、工程质量惩戒等。这
种约束会发生作用，但也需要注意的
是：一些地区确实需要超高层建筑，
但在严格审批和管理的环境下，不容
易立项；技术化的约束也容易让人钻
空子，比如不许建500米以上的超高
层建筑，是不是就都建499米？

超高层建筑不是洪水猛兽，但并
非每一座城市都要追逐，因此此次

《通知》进行了明确约束。个别地方以
招商引资为名，鼓励企业建超高层建
筑，这种逐利性的“摩天大楼”热就应
该降温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
究院研究员）

日前，关于两条人才跳槽的新闻
一同登上热搜榜，“颠覆”了普通人的
认知。

据报道，前嘉实基金指数投资部
基金经理高峰，因考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的公务员而
辞职。高峰是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
曾管理基金19只。7月2日，由高峰担
任基金经理的产品齐齐发布基金经
理变更公告，公告称高峰因个人原因
离任。

也在近几日，广州白云区教育局
公布了一份2021年公开招聘教师岗
位博士研究生拟聘用人员名单，其中
一人为河北大学副教授赖老师，其拟
聘岗位是中小学物理教师。官方简历
显示，他曾主持过教育部博士学科点
专项科研基金项目、河北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等5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等10项。

一位北大硕士，一位大学副教
授，都是人们眼中妥妥的高层次人
才。他们的职业选择之所以在网上激
起热议，源自认知中的“落差”冲击。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高校教授层次高
于中学教师，中学教师高于小学教
师，以此类推。基金经理更是典型的
高收入群体，成熟基金经理百万年薪

可能只是起步。如今，放弃高校教职
到中小学任教，放着基金经理不当去
做公务员，这种“逆流动”带给公众意
识冲击是难以避免的。因而，有人感
慨这是职业岗位的“内卷”，认为这也
是一种“躺平”，高层次人才降维打
击，让人生路走得更轻松。

这种看法对吗？显然不是的。
当下社会日益丰富多元，体现在职
业导向上，即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流
动成为常态。社会有流动才有活
力，有流动才有进步。人们尝试不
同的岗位，无论是进阶式跳槽，还
是“逆流动”跳槽，都是正常状态的
一部分。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是
轻松的，没有任何一项事业是可以
躺平的。或许一些人新岗位的收入

不能与之前比肩，但我们对于一项
职业的评价，不应该只有金钱一个
维度。收入、兴趣、社会价值和贡献
度，甚至工作地点，都足以成为择
业的考量因素。如果一个人遵从内
心，选择从事个人认为更能发挥价
值、更能收获成就感的职业，同样
值得被理解和祝福。

对于“基金经理考公务员”“大学
副教授跳槽中小学”，与其将关注点
集中在“为何选择”，不如聚焦他们

“为何能做选择”。所谓的“逆流动”绝
不是躺平，他们的过往经历见证了他
们的奋斗，奋斗让他们拥有了对生活
选择的权利。而这，更应该成为我们
关注的价值取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文阳

往银行存100万元，5年后只剩1
块钱？此事一经媒体报道，迅速引发
热议。

据报道，山东枣庄的孙女士
2009年在枣庄农商行存入100万元，
5年后去取钱，却被银行告知存折上
只有1元。在与银行交涉的过程中，
孙女士还被刑事拘留……2020年12
月，法院判决银行支付孙女士存款
及利息，今年7月，法院对银行实施
强制执行，孙女士拿到了自己的钱。

在银行存100万元，不见利息增
长反而只剩1块钱；去法院起诉，银
行却说存折是假的，报警举报她涉
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孙女士
这一连串的遭遇，既令人同情，更令
人诧异。而所有的争议和不解，都指
向了该案一个核心事实，即：孙女士
有没有存入100万元的事实？虽然枣
庄农商行经过改制，但要查清孙女
士是否存入100万元，显然并不困
难。但银行方面却否认与当事人“存
在储蓄合同关系”，且称孙女士“持
有的存折经鉴定系伪造”。此外，枣
庄农商行质疑孙女士案涉资金的来
源，并以“长达近6年时间对存款不
予管理，不符合常理”抗辩。银行如
果怀疑储户资金有问题，当初就该
即时处理，而不是存款出了问题，再
来质问储户资金来源，储户也没有
汇报的义务。反过来想，如果孙女士
真伪造了存折，100万元存款纯属伪
造，还敢堂而皇之去法院起诉，恐怕
才真的不符合常理。

其实，此案的关键，既不是存款
是否存在，也不是存折是否造假，而
是客户的100万元存款，究竟是怎么
没的？警方查明的情况是，储户资金

被田某取走，银行却未能提交证据
证明田某系取得了孙女士的授权进
行取款或者田某与孙女士之间串通
欺骗。每笔5万元以上取款，银行理
当履行相应审核义务，枣庄农商行
却没有核实储户身份证原件，存在
明显过错。

虽然该案被银行“弄”得很复
杂，甚至一度上升为刑事案件，但本
质却很简单，那就是：储户的存款被
他人取走，银行应否承担责任？答案
再清晰不过了，当然应该。

案涉存款被田某取走，银行作
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的金融机
构，未尽到保证储户存款安全的义
务，导致储户的存款损失，就该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追究这
笔存款，银行承担相应责任后，大可
依据其他法律关系向田某或者其他
犯罪嫌疑人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过这也是另一桩案件了。

回到本案，枣庄农商行虽没有
故意黑了储户的存款，但在网上被
骂却一点都不冤：一者，储户存款可
随便被他人取走，这无疑是巨大的
系统风险，必须及时填补操作漏洞；
二者，存款被储户之外的人取走了，
就否认储户曾经存款的事实，这样
的逻辑及抗辩行为可谓十分恶劣。

一言以蔽之，储户的存款没了，
银行非但不打算负责，还让储户自证

“我真的存过款”，否则就以伪造存折
之名报警，这样的“奇葩逻辑”让人无
法接受。倘若连这点基本的信任都没
有，那谁还敢往这家银行里存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舒圣祥

（相关报道见05版）

基金经理考公务员和硕导跳槽中学
“逆流动”不是躺平

胖乎乎的成年大熊猫在雪地
里扭着屁股走了过去；夜色里，雪
豹拖着尾巴，走下山坡；金丝猴晒
着冬日暖阳觅食；呆萌的林麝突然
被惊吓，抬起头来；斑羚似乎发现
自己“被注视”着，竟然靠近相机镜
头，嗅了嗅……你以为这是《动物
世界》才有的画面？

其实，这是近日大熊猫国家公
园崇州管护总站从布设在野外的
红外线相机里收获的惊喜。工作人
员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鞍子河区域
内布设了11个监测点位进行红外
线相机监测，此次取回的红外线相
机记录下了从2020年10月至今年6
月底的监测画面。

据了解，这些监测画面记录下
很多珍贵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包
括5个监测点位都发现雪豹活动的
珍贵画面；另外，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有大熊猫、雪豹、金丝猴、扭角
羚、林麝、绿尾虹雉等6种；二级保
护动物黑熊、岩羊、黄喉貂、水鹿等
10种。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距离

成都城区这么近，生活有雪豹。”大
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副站
长王磊介绍说，从收集回来的监测
画面可以发现，从去年10月到今年
三四月，多个相机都有监测到雪豹
活动。

对于有“高山精灵”之称的雪
豹，能够被记录到如此多的活动画
面，也是一个“技术活”。王磊表示，
要根据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安装
相机的区域，对于雪豹，要有充足

“食物”，比如岩羊；还要极少受到
外界干扰，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
环境。

这些珍稀动物的出现再一次
展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
总站从去年成立以来进一步加强
管控，减少人为干扰取得的成效。
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多次发
现雪豹活动踪迹以及其主要猎物
岩羊，也证明了崇州片区良好的生
态环境，以及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相
对稳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成佳炽

雪豹金丝猴黄喉貂……雪豹金丝猴黄喉貂……
成都大批珍稀动物
“上演”《动物世界》

7月7日上午，全国第十一届残运
会暨第八届特奥会乒乓球（大众组）
比赛在成都市同辉（国际）学校特殊
奥林匹克体育馆内开赛。本次比赛由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主

办，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支持，中国
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成都市残
疾人联合会、青羊区人民政府联合承
办，共有来自安徽、北京、河北、四川
等全国各地共17支代表队参加，其

中，四川省派出5名运动员组队参加。
在7月7日到9日为期3天的比赛中，残
疾人运动健儿们将争夺6枚金牌。

针对此次赛事，承办方专门制
定了全面细致的工作方案和应急

预案，做好包括疫情防控、交通保
障、医疗保障、志愿者服务、安全保
卫等工作，确保赛事期间运行高效
顺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乒乓球比赛在蓉举行

17支代表队争夺6枚金牌

明确待遇标准方面，《实施办
法》首先明确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
体标准，在原规定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的实
际情况，统一待遇计发基数并明确
过渡办法。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以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时上年度全省
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以下简称全省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
算：五级伤残14个月，六级伤残12个

月，七级伤残10个月，八级伤残8个
月，九级伤残6个月，十级伤残4个月；
其中患职业病的五级、六级工伤职工，
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增加6个月。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人事关系时上年度全
省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五级伤残
60个月，六级伤残48个月，七级伤残
26个月，八级伤残18个月，九级伤残
10个月，十级伤残6个月。

当地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全
省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市（州），在全
省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或超过该
市（州）2019 年月平均工资前的年
度，以该市（州）2019 年月平均工资
为基数，计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实施办法》明确，五级至十级工
伤职工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
年时，主动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逐年递减的具体标准。

用人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与五
级至十级工伤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

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支付工伤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职
工自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不再享受
其他工伤保险待遇。

五级至十级工伤职工因依法享
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终止劳动
人事关系的，不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继
续按规定享受其他工伤保险待遇。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一次性支
付未参保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
的具体标准，对未参保工亡职工（特
别是农民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
支付提供了具体方案。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因工死亡职工
供养亲属抚恤金，经供养亲属或者其法
定代理人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初次
核定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基数，按照下
列标准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未满18
周岁的供养亲属，计算到18周岁；其他
供养亲属按照20年计算，但超过60周
岁的，年龄每增加1周岁减少1年，75周
岁以上的按照5年计算。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因工死亡职

工供养亲属按月领取供养亲属抚恤
金后，经供养亲属或者其法定代理人
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需变更为一次
性领取的，按前款规定标准核定一次
性支付金额时应扣减已领取的供养
亲属抚恤金。

《实施办法》细化了劳动关系终
止后不再受理劳动能力鉴定和确认
事项申请的具体情形、劳动能力复
查鉴定结论发生变化后工伤保险定
期待遇重新核定的具体方法等相关
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为保证《四川省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前后政策平稳过
渡、有效衔接，《实施办法》废止了《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
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
施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
决定的通知》（川府发〔2011〕28 号）
两个文件，同时对川府发〔2011〕28
号文件中关于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
相关待遇等部分内容予以保留，切实
保障工伤职工待遇水平不降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工伤保险待遇怎么算？
未参保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怎么发？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出台进一步明确标准
7日记者获悉，四川省政府

近日印发了《四川省工伤保险条
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进一步完善四川工伤保险
制度。记者注意到，《实施办法》明
确了工伤补助待遇标准，完善了
劳动能力鉴定等相关规定，实现
了相关政策的有效衔接。

雪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