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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
会议13日通过《昆明宣言》。《宣
言》承诺加快并加强制定、更新
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
动计划；优化和建立有效的保护
地体系；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
框架；增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
施“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
设支持；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现有多边

环境协定的合作与协调行动，以
推动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和恢复。

昨日通过的《昆明宣言》是本
次大会的主要成果，《宣言》承诺，
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
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
失，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
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
年愿景。 据央视新闻

4150万豪宅被中介吃差价
250万元？近日，深圳一房地产中
介机构因违反“佣金透明化”要
求，被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做出
自律处分。同时，深房中协对记
者表示，目前正在启动专项调研
课题，征集司法、行政和行业内
各方面意见，制定新的针对性自
律措施。

近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指出，
深圳一位购房者夏女士在2020年
底购买了一套房产，但后续突然得
知，中介给予她的报价高于当时的
挂牌价。因此，购房者质疑中介有
意哄抬价格，并从中赚取差价，要
求中介公司道歉并返还佣金等。

“失踪”的250万能否找回？北
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房地产
法律事务部主任郭韧律师向记者
表示，“我们国家的法律和相关政
策明确规定，不允许中介吃差价。
如果买方所说属实，完全可以起
诉要求退还佣金，甚至要求退回
多支付的费用。”

买家质疑：
中介人员暗地吃差价250万元

昨日，记者从夏女士个人短
视频社交平台“抖音”上发布的视
频了解到，其于2020年底购买了
一套位于深圳的房产，合同价格
为4150万元，交易税费以及佣金
均额外支付，但其称卖家实收
3900万元，中间有250万元的差
价。夏女士呼吁称，“大家在以后
买房或者卖房的交易中不要被中
介吃差价。”

夏女士在其个人社交平台
称，其于2020年12月8日从中原
APP上联系到了深圳中原三湘海
尚店客服经理，表达有在南山区
买一套房子的计划。其于当年12
月9日看房，当天看中了深圳湾一
号的房子，中原报价5000万元，经
过讨价还价，最终在2021年1月23
日，在中原居间下，夏女士与卖家
签订合同以4150万元成交，当天
在深圳中原三湘海尚店签订了二
手房交易居间协议，并由店长洪
某负责填写合同补充条款。

夏女士称，合同签订当场支
付给卖家唐女士500万元定金，1
月25日经中原协调，再次补充定
金300万元，1月26日，尾款3350万
元在交通银行深圳海德支行进行
了资金监管，并于2021年2月5日
递交过户申请，当天支付了中原
佣金合计33.2万元。

据其介绍，2021年2月9日，在
中原协调下，办理了交房手续。但
夏女士称，搬家后有邻居告知其购
房价格偏高，且在询问前业主后，
前业主告知房源的挂牌价是3800
万元，最终前业主实际收了3900万
元，有250万元的费用由中介收取。
为此，夏女士质疑中介人员除了拿
中介费外，还暗地里吃差价。

中介公司：
没吃差价，系第三方公司收取

买家肯定是付了4150万元，
卖家却说实际到手3900万元，那
剩下的250万元去哪了？

10月13日，涉事中介中原地
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发布声明

称，10月10日，媒体报道了“深圳
市民质疑四千多万元购房被中介
吃差价250万”的有关内容，其中
提及其涉及吃差价问题。中原尽
能力调查后了解到，卖方为卖房
同时也与“深圳市深安房地产代
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房产销售策
划服务合同》，深安地产收取其
250万元服务费用。深安地产公司
本身与中原无任何关系，也从未
和中原有任何业务往来。

对于事情的经过，中原地产
代理（深圳）有限公司表示，卖方
（原业主）于2020年9月13日与中
原签署《二手房委托合同》，委托
放盘价为4300万元。随后，买方、
卖方、中原三方于2021年1月23日
签署《二手房买卖及居间服务合
同》，合同中约定此物业最终转让
价格为4150万元。且本次交易买
方为一次性付款，交易总金额
4150万元由卖方直接收取。对于
房屋买卖的佣金，中原方面称，此
次物业交易中依据和买方所签的

《佣金承诺书》，中原向买方收取
佣金33.2万元，卖方未支付任何
佣金。中原作为本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尽职完成了此次交易，帮助
卖方按照合同约定成交价收到了
卖房款4150万元，帮助买方完成
了房产过户手续并顺利收房完成
交易后，中原收取中介服务费
33.2万元。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中原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
房屋买卖三方合同上房屋金额均
为4150万元，且交易总金额由卖
方直接收取，中原仅收取买家中
介服务费33.2万元，买家口中的
250万差价系第三方公司——深
安公司收取。”

深房中协：
正制定新的自律措施

针对上述事件，10月13日，深
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对记者表
示，协会此前已做过处理，因深安
公司与业主所签订策划代理协
议，以及业主支付给深安公司的
250万元费用如何定性，都是近期
新生现象，需要法律层面判断。因
此协会此前已建议投诉人尽快通
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此前的处理结果显示，经深
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调查，深安
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违反“佣金
透明化”要求，在保底代理销售过
程中未明确佣金收费标准，触犯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行业从业规
范》中介机构不良行为清单C类
第26条：其他经自律专业委员会
审定为C类不良行为的，违规行
为已被记入星级评价平台，抄送
相关征信机构。

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表示，
从专业角度来看，国外也不乏专
门从事策划代理业务的中介业务
模式，但必须遵守相应规范标准，
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正当利益。

因此，深房中协表示，在此前
已对深安公司依据现有自律规则
做出自律处分的基础上，正在启
动专项调研课题，征集司法、行政
和行业内各方面意见，制定新的
针对性自律措施。
综合澎湃新闻、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
者 温馨）针对印度副总统奈杜近
日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访问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3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
对印度领导人赴上述地区活动。

他表示，中方在中印边界问
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
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
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

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赴该地区
活动。

“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
方重大关切，停止采取任何使边
界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
不要做有损双方互信和双边关
系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
边境和平稳定，推动中印关系重
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赵立
坚说。

花4000多万买豪宅
被中介赚250万差价？

中介公司：系第三方公司收取

与侯马市相邻的新绛
县古交镇闫家庄魁星楼也
在此次暴雨中倒塌了。古建
筑画家连达告诉记者，国庆
期间，他看到一张魁星楼倒
塌的照片十分难过，随后在
网络发布一篇名为《山西这
座古楼阁在大雨中倒了》的
文章。

文章回忆他当初到闫家
庄为魁星楼画像的场景。“这
座楼在我2015年4月份去的
时候就已经岌岌可危了。闫
家庄魁星楼修建在村子东南
的黄土台地上，下部还有一
个小院子，院子东南角的魁
星阁下部修筑在高大的台基

上，现在台基外部的包砖成
片地开裂脱落，露出里面的
夯土结构……台上建有两层
歇山顶砖木楼阁，看结构应
是清代遗物，下层面阔三间
出回廊，内部辟十字穿心门
洞，腰部设平座。上层为一
间，仅以四根立柱托起巨大
的歇山顶。现在这座楼阁已
经严重歪斜变形，下层廊柱
倾倒，屋檐坍塌……”

10月4日，宗教文化出版
社编辑王志宏与朋友驱车穿
过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
的浊漳河谷，考察古建筑。该
路线沿途分布有天台庵、原
起寺、大云院、佛头寺、淳化

寺、回龙寺、夏禹神祠等古建
筑，年代跨度从五代至明清。

一路上，王志宏看到多
座古建的屋体上覆盖着塑
料布。“当时风也很大，路上
有山体滑坡，有碗口粗的树
倒在路边，天台庵的屋体上
覆盖着塑料布，但依然不断
渗水。”王志宏告诉记者，
浊漳河谷的一些古建筑上
绘 有 壁 画 ，墙 壁 受 潮 垮 塌
后，壁画也遭破坏，其中受
损 最 明 显 的 是 夏 禹 神 祠 。

“夏禹神祠的偏殿后墙已坍
塌半米多，主殿后墙也飘着
雨，文保员用塑料布遮盖，
但无济于事。”

拿什么拯救你，
暴雨中的
山西古建

《昆明宣言》通过：

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
走上恢复之路

外交部：
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访问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国保晋祠多处建筑屋面漏水，

国保天龙山石窟部分石窟漏水，国
保千佛洞石窟万佛殿屋顶塌落漏
水，国保运城盐池禁墙东禁门瓮城
大面积坍塌……”山西有2.8万余
处古建。近期，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波
及山西中南部，令当地众多古建不
同程度受损。

据山西省文物部门统计，截至10
月 10 日中午 12 时，各地共上报
1763处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地出
现险情。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7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7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0处，尚
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789处。

10月1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实地探访山西多处受损古建，有
的地基塌陷，有的围墙倒塌，还有的
持续漏雨。目前相关工作人员已经采
用遮盖、临时支护等措施，防止文物
险情进一步扩大，并正在抓紧上报、
编制抢险和保护方案。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
哀，可能很多人是通过这
次强降雨，才了解到山西
有这么多精美绝伦、意义
非凡的古建，才知道全国
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是
山西。其实，山西不仅古建
数量最多，而且是全国唯
一一个保存了从唐代到清
代完整建筑体系的省份。

山西古建曾有过辉煌
的时刻。彼时，它们享受着
香客的供奉、村民的敬畏，
以及每隔几十年的修缮。然
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
经历了兴衰荣辱的古建许
多都已经没落沉寂，有些甚
至摇摇欲坠，随时面临着毁
灭的危险。要知道，木结构
建筑不同于其他材质的建
筑，其稳定性、耐用性及其
搭建时的科学性都是无法
复制的。更鲜为人知的是，
在这些古建里，除了常见的
佛造像、神仙造像，墙壁上

多绘制有精美的壁画，这些
古壁画的存量同样巨大。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古
建告危，古壁画的情势更是
岌岌可危。

由于数量大、价值高、
分布广，山西古建的保护
任务十分繁重。但是，由于
资金、财政、地理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大量低等级古
建的现状仍然堪忧。

近些年，山西文物保
护的资金投入可谓空前，
由之前的每年1000万元增
加到了1.7亿元。可是，相
较于更大数量的古建，保
护力度依然捉襟见肘。尤
其是在一些县，修缮资金
缺口较大，相应文保经费
与等待维护保护的文物资
源不能匹配，让一些古建
处在一种“听天由命”的状
态，经不起风雨的侵蚀。

一场强降雨，让许多
人知道了山西古建，而这是
远远不够的，它更应该唤醒
人们对古建的保护和珍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特约评论员 赵清源

丁村民居位于临汾市襄
汾县城南4公里的汾河东岸，
是一处典型的明清民居建筑
群，共40座院落。1961年，丁
村民居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
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被誉为“封建社会
农业庄园”的活化石。

临汾市丁村民居16号院
大门是10月4日凌晨塌陷和
倾斜的。丁村民俗博物馆副
馆长张培梅收到巡逻人员的
信息后，一边将情况进行上
报，一边开始组织人员运来
钢管支架、铁皮和塑料篷布，
将大门进行支护，并在上面
盖上铁皮和篷布，防止大门
倒塌。

“几十年没见过这么大
的雨，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我
们天天排查，建筑物还是出

现了险情。”张培梅说，自从
暴雨来袭，他和博物馆的工
作人员一天也没有休息，不
仅要轮流对丁村民居、丁村
遗址、丁村博物馆以及文物
保护工程工地进行排查，还
要及时疏通排水系统，防止
积水浸泡建筑物，严防死守
博物馆漏雨，避免展品损坏。

11日，记者来到暴雨后的
丁村民居，由于景点关闭，村
里的人并不多。顺着石板路往
里走，经常能看到民居院落的
围墙出现裂缝，有的用木棒支
撑加固，有的在前面拉上警戒
线，并挂有牌子提示“此处危
险，请勿靠近”。相比挂牌的40
座院落，一些没有挂牌的民居
由于年久失修，损坏更为严
重，记者看到一座房子地基塌
陷，房子角落出现三四米宽的
大坑，另外一座房子后墙倒塌

了三分之一，木头脊梁和柱子
裸露在外。

张培梅说，此次暴雨中丁
村民居损毁最严重的是16号
院。记者看到，该院落地面下
陷，门楼倾斜，工作人员搭建
了一个临时支架防房屋坍塌，
并在支架顶搭了保护棚，以防
雨水渗透。至于此前有文章称

“丁村民居1号院正房垂脊倒
塌，28号院东西厢房倒塌，几
乎每处房都有险情”，张培梅
称信息不太准确，1号院正房
是屋顶构件脱落，28号院东西
厢房倒塌并不是因为此次暴
雨，而是年久失修。

张培梅坦言，丁村民居40
座挂牌院落，他们拥有全部产
权的只有14座，拥有部分产权
的有9座，产权还在村民手中
的有17座，所以部分院落管理
和修缮工作比较复杂。

台骀庙位于侯马市北约8
公里的西台神村北部，汾河滩
地南侧的“古翠岭”上。相关记
载显示，台骀庙建筑为明清风
格，呈城堡状，由山门、台王宫
殿和献殿、十殿阁罗、娘娘殿、
春秋楼等组成，呈中轴对称式
布局。经考察、考证，台骀庙是
汾河流域最早、规模最大的一
处祭祀汾神的建筑群。2016
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相比丁村民居，向南50
公里的侯马市台骀庙损毁更
为严重。台骀庙的西北城墙

倒塌了五六米，严重危及了
城墙之上的春秋楼。

台骀庙里没有设置专门
的管理处，记者只在村里找
到了一位兼职管理员。据管
理员毕先生回忆，9月以来的
持续降雨，让台骀庙附近村
庄的农作物受损严重，洪水
最高的时候，淹没农田，漫上
路边，到达城墙下。9月26日
早上6点半他起床，离开台骀
庙到家里吃饭，等他7点多回
去发现西北城墙已经倒塌
了，他先给市文物局打电话，
然后买来200米长的篷布将

垮塌位置盖了起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五六

米长的垮塌点位于台骀庙西
北处，垮塌下来的砖和泥土
滑到了公路上，而垮塌点上
面是春秋楼的一角，春秋楼
墙面可以看到明显裂缝。毕
先生介绍，台骀庙建于明朝，
他小时候，台骀庙是村里的
小学，他曾在里面上学，后来
成为了周围十里八村上香祭
祀的地方。“今天因为屋顶漏
雨严重，施工队正在进行修
缮，没想到还没修缮好，城墙
就出现垮塌。”毕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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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梳理发现，和丁
村民居和台骀庙一样，此
次山西洪灾受损严重的古
建筑大多散布于山野和乡
村。据“文博山西”统计，蒙
山开化寺遗址及连理塔的
南厢房，出现较大险情；临
汾汾西县真武祠钟楼墙体
裂缝，存在坍塌风险；运城
解州关帝庙崇圣寺门楼漏
雨，春秋楼二楼大面积漏
雨威胁到“夜读春秋”塑
像；吕梁西庄古建筑群，关
帝庙戏台及三间厢房因山
体滑坡坍塌……

10月10日，山西籍著
名导演贾樟柯接受媒体采
访时，呼吁大家关注洪灾
中的山西古建。贾樟柯说，
这次持续暴雨给偏远地区
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巨大考
验，他建议政府和公众要
高度重视偏远地区文物受
灾情况的排查和抢救工
作，防止一些文物进一步
损坏，出现险情的，“大家
出力相助”。

在古建筑画家连达

看来，山西许多国宝级
的古建筑，没有位于景
点单位或围墙之中，而
是散布于乡村，没有专
门设置景点和围墙，通
常 只 有 一 名 文 保 员 打
理，长期缺乏修缮保护，
此前山西气候干燥，古建
防雨排水系统差，这次遇
到持续暴雨，受损自然较
为严重。连达认为，相比
古建城墙坍塌，一些古建
的塑像、壁画等文物遭雨
水浸泡、受潮更应该引起
重视，因为这些文物出现
损害难以抢救，造成的损
失更严重。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
已积极开展抢险修缮工
作，要求各地采用遮盖、临
时支护等措施对文物进行
抢救性保护，并加强监测，
及时发现险情进行处置，
确保周边群众和文物的安
全。此外，组织全省有资质
的施工单位进入现场排
险。各地正在抓紧编制抢
险方案。

部分院落围墙开裂 地基塌陷
临汾 丁村民居

城墙塌了五六米 严重危及春秋楼
侯马 台骀庙

六年前已岌岌可危 如今在大雨中倒了
新绛 魁星楼

山西省文物局：

各地正抓紧编制抢险方案

别等暴雨来袭才知道
“山西古建全国第一”

怎么办怎么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任江波 实习生 王语琤 综合新华社

怎么看怎么看

魁星楼六年前已岌岌可危

台骀庙的西北城墙倒塌

工作人员在洪洞县广胜寺进行抢修

丁村民居部分院落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