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财政收入很高! 但为何市
民感觉并不明显" 财政部办公厅日
前表示! 主要是人均财政收入水平
低! 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后! 仅为美
国#德国#英国等的!"左右$

虽然财政收支的绝对规模已经
较大! 财政用于保障改善民生的支
出也大幅度增加! 但为何民众感受
并不明显"且存在较大差异"财政部

办公厅表示# 我国财政收支总量较
大! 但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却
很低$

据了解!目前!我国人均财政收
入水平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而且世界排名也处于百位之后$

$%&%年美国%日本#德国等人均财政
收入水平均在&'%%%美元以上!而我
国人均财政收入按当年平均汇率折

算为&&((美元! 仅为上述国家人均
财政收入的!"左右&

同时) 有些民生支出是 '普惠
式(!有些民生支出是'特惠式($ 比
如!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等!

这些'普惠式(民生支出!城乡居民
都能从中得到实惠! 但有些支出项
目不能实行普惠式的 '全覆盖(!部
分人群则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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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表示!$%&&年!中央财政
预算安排用于保障改善民生的支出
约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其
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
安排合计&%*%+,+$亿元!比$%&%年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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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司负责人就近日发生的淘宝商城新
规事件接受媒体采访$ 该负责人表示!

商务部高度关注%重视此事件!已要求
淘宝商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采取积极
行动回应相关商户特别是中小商户合
理要求!并强调!相关企业和个人必须
循合法途径表达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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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淘宝商城官方微博发表
)淘宝商城释疑$%&$新规*+下称 )释
疑*,!)释疑*中表示!淘宝商城目前一
共才有*万余名企业商家! 因此根本不
可能有*万名淘宝商家集结并发动对上
内部大商家的攻击&据淘宝方面观察和
了解!实施攻击的11群中!包括此次发
动攻击的组织者在内!真正的淘宝商城
的商家仅占少数!加上淘宝网卖家也不
足&%%%名&其中!一些职业差评师#炒作
信用者以及别有用意者占了相当比例!

更多的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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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零点!原本是反淘宝联盟
给淘宝商城作出回复的最后期限!联盟
此前表示商城如果没有回应将会继续
对商城中的大商家展开围攻&但是从&*

日下午'点多开始!'恶意团购( 就已经
开始了&

此前! 反淘宝联盟暂停对淘宝商
城大卖家的攻击!表示给淘宝一天的时
间沟通& 但&*日下午!组织者称放弃等
待!对卖家发起新一轮攻击& 以韩都衣
舍为代表的大卖家再次遭到中小卖家
的攻击& !

`abc def

"

CD#(EFGHIJKCLMN@O

ghiQjSTklmn

+!

&'(

!

)*+,-.

"

/0

1! 23456'789:;<

=>!23?@ABCDEF!7

G3BHIJKLMNOPQ"

RSTUVWXYYZ[\

6']^_`abcde! f6

'ghi`Ljklmnoe!

pqUV&'7rstu\_v

wxyz{|n}~! &'K�

�i���!�

#$$$

���!&'

���i!����!��{�_

�����K��! \6'78

���0���L�K���{

|_��! f6'���r {

��K¡¢£¤!¥B!�/!¦

,§¨�uK6'©ª«¬2

�! 7B`®�U��¯K°

±"

6'4B²³! 6'A4B

´µ!6'¶B`·¸¹�!6'

º»&!¶B\_¼½&K¾¿!

6'º»&! ¶B\_ÀÁÂÃ

KÄÅ!zH!6'ÆiÇ!ÇK

BÈ!É¦,Ê�KËÌ"

6'¸HÍÎÈnÏ\ !¥

B\_iÐÎÑÒq°! Ó�

ÔÕÖ×ØÙÚSÂ]|ÛÜÝ

Þ!¯ßà#

`

%

áâãäåv!æçèé

ê!ëìí!ÔÕÖ×!î�9:

ï��ðñÖÎÑLò"

ó

&

ôáÖ:õöê!¡¢£

¤÷øõöê!ùÄúá!�ðø

Í£¤ûcde"

ù

&

ëüçýþÿ!":#

$%&÷øÔÕ'(´! )*+

(,-¿./nç\"

?@WXYYnøÍþ !6

'4B²0! 6'¶B1f23

n�è�6'n45! 6O£¤

de`789n/:! pqO�

��`a;<=1n>L"

QjSTdop3

EFKPQRSTUUVWXY'Z[\]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

首套房利率也进入上浮时代& 在贷
款越来越难的趋势下!&'号北京建
行利率上调的消息引起市场的高度
关注& 那么银行这一举措将给本不
景气的房价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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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北京建行部分支行已经上
浮首套房利率至&,%*倍! 也就是涨
*-& 申请贷款人如果希望尽快放
款! 就需要主动上浮利率到基准利
率的&,&倍& 首套房利率上调至&,%*

倍后! 以贷款&%%万$%年期计算!月
供接近!%%%元!相当于加息约两次!

这个对刚性需求的影响非常大!第
一套房购房的负担继续增加&

不过记者咨询发现北京的工
行#农行#中行'房贷政策暂时没有
变化& 目前还执行的是首套房贷首
付0%-!基准利率的政策!市场人士
预计临近年末! 银行资金紧张将使
房贷审批更加困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全国首套
房贷利率/折已成过眼云烟!就算是
执行基准利率的也是凤毛麟角& 比
如上海! 上海中银目前首套房贷还
是执行基准利率! 而光大银行已上

浮*-2&%-! 广发银行是上浮了
&%-&

深圳由于信贷额度紧张! 深圳
银行各家首套房贷利率早在今年&

月就普遍上浮! 只是上浮幅度有所
差异! 建行在深圳早已执行基准利
率&,%*倍的政策! 其他银行则上浮
&%-&

有业内人士就此分析说分析&

预计库存量的最高点可能会在明年
一季度左右达到! 届时可能达到&*

万套左右&

而根据最近万科发布的调查报
告显示! 北京市目前还活跃的购房
需求只有&%万户左右& 目前的商品
房库存总量有&&万套! 加上最近一
年潜在供应量! 北京楼市已经明显
有点儿'消化不良(!过渡到完全的
买方市场& 开发商为了争取购房者
手中的房票! 加上这次首套房利率
的调整! 促销将成为最直接也最有
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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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走访天河北路# 环市
中路上的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等国
有大型银行了解到! 房贷利率近日
每周都在调整!&%月以来各大银行

房贷额度继续紧缩! 银行方面均将
首次置业房贷利率上浮$%-至0%-

不等&

在环市中路一家银行! 市民林
先生申请房贷业务刚获知银行上浮

首次置业者房贷利率调整至基准利
率的&,$倍!而上周他咨询银行时才
按照基准执行& '我觉得房贷业务真
是暴利!一周一个价&怎么没有监管
啊" (林先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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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 比上月回落%,&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比上月回落%,!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
行同日公布!+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亿元!创$&个月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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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强调! 当前要保持出口政
策的基本稳定!包括'稳定出口退税政
策!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对外贸企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改善对小企业的
金融服务! ..确保出口企业收汇安
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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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正式印发 )关于跨境人民
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
外投资者用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依
法在中国境内开展直接投资活动!并
规定跨境人民币直投在中国境内不得
直接或间接用于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
衍生品以及用于委托贷款&同日!央行
发布 )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
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和银行据
此办理相关人民币结算业务& 两份文
件的下发意味着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
得以正式推出! 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也将由此迈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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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已经在今年+月将一份关
于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建议上报至国
务院! 其中包括减免(+个大类的收费
项目!有上千个收费子项& (接近决策
层了解此方案的消息人士&%月&$日向
)华夏时报*记者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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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财长周末在巴黎达成一
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4567应当
考虑动用资源来支持规模空前的欧元
区援助计划& $%国集团财长在会议结
束时发布的声明! 主要对欧洲施加压
力!促其在!天内大胆行动!以解决欧
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此债务危机已拖
累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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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
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报&&('','+点!上涨&((,0!点!涨幅
&,'*8 -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
$((/,!*点!上涨'/,(&点!涨幅&,!$"-

标准普尔*%%指数收报&$$',*!点!上涨
$%,+$点!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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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三大股指&%月&'日全线收
涨!英股上涨逾&"& 截至收盘!英国
69&%%指数报*'((,0(点!上涨($,+!点!

涨幅&,&/"&法国:;:'%指数报0$&/,!+

点! 上涨0%,+*点! 涨幅%,+/-& 德国
<;=0%指数报*+(/,$点!上涨*$,0(点!

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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