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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宿舍楼安摄像头无可厚非
□本报记者 王 佳

大学宿舍楼安监控，你同意吗？近日，有媒体报道，
安阳师院学生宿舍楼安装摄像头，引发部分学生不满。
不少人称，学校这种行为侵犯隐私，男生还好些，女生夏
天很不方便。据了解，该学校在宿舍楼层的走廊里安装
了若干摄像头。12 月 24 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这一
消息后，引发网友讨论。除个别网友表示反对外，多数网
友认为，为了学生安全，学校这一行为无可厚非，应该表
示理解。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弓长雨辰龙”:摄像头不应安
装在宿舍走廊里，尤其是夏天，会对个人隐私造成很大的侵
犯。因此，反对学校这种行为！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Tewiy大呲花”: 高校安装摄
像头已不是新闻了，很多院校都有。说来可以有三点好处：
其一是有安全效用，对行为不轨的人形成约束；其二增强个
人保护意识，既然担心隐私暴露就应多加注意，毕竟楼道是
公共区域；其三方便学校管理，令家长心安，因为不管遇到
什么事都可以调取监控进行追查。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星球爱恋”: 我们学校每个楼
层都有摄像头，而且显示屏就在宿管阿姨那儿，我们也没觉
得有什么啊！女生们还能不穿衣服在楼道跑啊。学校是出
于学生的安全角度才装的，
那么大惊小怪干吗！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
友“风吹红尘梦”: 这 是 为
你们好啊！宿舍被盗的话
很快就可以查明！我们宿
舍 走 廊 也 装 有 多 个 摄 像
头 ，现 在 宿 舍 丢 东 西 的 现
象几乎没有了。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将于 2015年 3月 1日起实施

一起聊聊和“登记”有关的事儿
□本报记者 张培君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公布了，那些和
‘房地产’有关的事儿你咋看？”12月 23日，网
友“acmddg”在大河论坛发帖留言，引发网友
热议。

22 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公
布，并将于 2015年 3月 1日起实施。《条例》规
定，将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
平台，解决长期以来不动产登记多头管理的
状态，并要求加强登记信息在多个部门互通
互享。另据大河网记者了解，河南省不动产
登记局将在今年 12月底挂牌成立，现已任命
局长。

两天来，网友以极大的热情，赋予《条
例》以各种想象空间：房产税会不会开征、怎
么征？房价、房租是涨是跌？那些隐藏在公
仆队伍里的“房叔”、“房爷”、“房嫂”会不会现
形……一连串和房与地有关的事儿，成为网
友热议的话题。为解答疑问，记者采访了河
南省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财贸研究所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李国英。

登记不动产
让贪官无处遁形

@社区实习医生小张:如果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
其房产都能无一遗漏地登记，贪官们必然无处遁形啦。

大河网网友“洛阳飞雪”：登记不动产，发挥其反腐作
用，符合制度的需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这个角度
看，老百姓要客观看待它的反腐功能，社会治理者也要拿
出勇气和决心，让它积极承载起这样的民意期待。

大河网网友“郁真”：实行不动产登记，对于绝大多数
人来说影响不大，特别是对于法律保护的合法不动产，如
实登记就行。但对于存在非法因素的不动产，无论你采
取什么措施隐瞒和变通，总会有破绽，势必要付出代价。
这是少数人对不动产登记心存芥蒂的根本原因。

房产税的征收不远了
@李连源: 登记不动产对公民财产保护有积极意

义，同时也预示着，房产税的开征应该不远了！想起这
些还是有些郁闷的。

大河网网友“雨点叮咚”：《条例》公布，不动产信息
有法可依了。只是希望国家不要仅仅为了收税，更要
提供服务。如果只是为了征收房产税、不动产税之类

的税费，那《条例》岂不成了与民争利的工具？
大河网网友“小兔白”：在银行、身份、物权等普遍

实行实名制的条件下，不动产登记具有反映真实情况
的实际意义。欣喜地看到《条例》不仅考虑了城市人的
利益，也考虑到农村农民的不动产，承包地、租用的山
林、宅基地，这些以法律确权的方式明确下来，农民就
可以放心进城啦。

@我的小木房：虽然该《条例》的实施不一定能从根
本上缓解房价高的形势，但可以规范房产所有权，还可以
借机流通出一部分房产。因此这也是让利于民的政策。

登记不动产
体现社会进步

@勤快的一只蜗牛：不管登记的是使用权还是租
赁权，只要这个权利能够以纸面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比
红嘴白牙的口头承诺进步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基于个
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从这一点来说，不动产登记有巨大
的进步意义。

大河网网友“繁华落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何确
保不动产登记实施到位？个人认为，政府部门应该依靠
行政力量，规范登记程序，保证信息准确，这个很关键。

大河网网友“小手冰凉”：从长远来看不动产实名
登记是大势所趋，不仅对楼市发展有积极意义，对于社
会发展与未来改革也铺下了很好的基石。

“这次不动产统一登记虽然把小产权房排除在外，但同样可解决很多历史
遗留问题。”李国英称，以郑州为例，很多之前的房改房、城中村改造后分配的
拆迁补偿住房，以及政府征地后给失地农民的安置房等，一般没有房产证和土
地所有权证。进行登记后，一部分该性质的住房就可进入市场流通，从而增加
房产供给量，缓解房价过快上涨。

不为反腐不为征税 首先为“摸家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出台，并非像现在流传的为了反腐或为了征收

房产税。”省社科院金融与财贸研究所副教授、管理学博士李国英说。
李国英告诉记者，虽然不动产登记后客观上会为反腐提供便利条件，但应

注意到，官员若真持有多套住房会登记在不同人名下，如果仅是登记所在地房
产而不全国联网，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官员震慑力度不大。

谈及《条例》出台与房产税征收间的关系时，李国英说，二者没有必然联
系。在目前的情况下，全民养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居民财产性收入单一，
房产是很多普通家庭唯一高价值资产，国家不会贸然出台房产税。

李国英称，这次不动产登记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国家要“摸家底”，要搞清楚
“中国究竟有多少房”，“这些房子究竟是谁的”，也要搞清楚我国农房、土地、海
域、林木等不动产的“家底”；其次使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权。农村宅基地、土地
承包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登记后，也就进行了“确权”，农民有了真正的
权属证书后就可以进行流转抵押，对发展农村经济意义重大。

登记不动产可缓解房价上涨

点击事实：“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终于取
消，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将一视同仁了！
为这样的好政策点赞吧！”12月 24日，网友“十
年一刻”在大河论坛留言。据报道，12月 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国
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审议通过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将改革退休费计发办
法，从制度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养老金

“双轨制”一直备受诟病，社会上呼吁并轨的声

音不断。该方案引发不少网友点赞，认为改革
回应了民意关切，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

点赞：这是顺应民意的改革
大河网网友“球球2015”：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方案出台，无疑从制度机制上迈出了化解“双
轨制”矛盾的关键一步，这既体现了对民意的尊
重，对群众呼声的回应，也符合改革的方向，符
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促进和维护
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
不可估量的意义。

@人生药师：“幼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取消“双轨制”是体
现生命平等的第一步，值得点赞！但还有超全
国过一半的农村农民及城镇未参保人口，要解

决这些问题真要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大河网网友“黑色幽默”：“双轨制”限制了

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妨碍了人力资源的有效配
置，不利于单位人员的新陈代谢及时补充新鲜
血液。废除“双轨制”可使劳动力自由流动，充
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做到人尽其才，还能提高
全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效率。

期待：建立更公平的养老体系
@人民日报：破除“双轨制”，需要成熟的一

揽子方案，更需要克服阻力、扎实推进的勇气与
智慧。人人老有所养，是社会大同理想，也是执
政者的政治责任。

@大山里的老农民：每个人从事的岗位不同，
接受教育的程度和创造的社会价值也不同。因此
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应该

坚持多劳多得的原则，更能体现社会公平。
大河网网友“南瓜灯”：养老金并轨应是无

条件的，所有劳动者按统一的社保制度缴纳养
老保险，任何人不得享有超国民待遇，这是建立

“更加公平可持续”社保体系前提。期待这样的
改革举措再多些，因为无论于国家发展，还是于
社会平等，抑或于个人福祉，都是增量。

相关链接
养老金“双轨制”是指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

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企业职工实行由
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
筹制度;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则由国家财
政统一发放。这种“双轨制”使得企业退休职工
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在养老金收入上的差
距较为明显。

“千呼万唤始出来”，养老金“双轨制”将成历史，网友称

让顺应民意的改革再多些
□本报记者 张 磊

且慢给“蓝领”戴高帽
□雷钟哲

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表示，蓝领阶层将与白领一
样成为社会中坚力量。（12月 23日《经济日报》）

“蓝领”将成社会中坚力量，这是送给蓝领的一顶看
似漂亮的帽子。但是在我看来，是不是社会“中坚”，不是
谁——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在内随便说了算的。其中最为根
本的判别，或者说认定的标准，就是要看工资收入的水平。
其次还有福利待遇是否优越、培训机会是否存在、流动空间
是否很大等等综合判断的因素。如果在这些条件比较上都
不占优，你就说他是中坚，又有什么用？

厉以宁先生也承认，二元劳动市场形成后，工作者很少
有机会从“坏职业”转到“好职业”，两种职业间跨市场的流
动机会很少。这就说明了蓝领上升空间的逼仄。上升渠道
不畅，不等于不愿上升。

这一点，看看连年高烧不退的“国考”（公务员录用考
试）就能够知其大概了。据说今年国考继续走低，但每个计
划招录人员的竞争比例，即平均每招录一个人背后的竞争
者数量，仍有 59.2∶1。有这么热心竞争蓝领的吗？至于福
利待遇差异无须再说，你懂的。

前一阵，一个北大学生退学改上技校的事情，成了媒
体关注的焦点。如果蓝领被社会广泛认可，“中坚”地位
毫不动摇，总能引来各行各业羡慕的目光，还会这么引人
注目吗？何况，这个孩子想做工程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蓝领。

如果还不信服，我再举一个最新的例证。日前举行的
第四届国民收入分配与企业薪酬制度改革高峰论坛消息，
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差距达到 10.7 倍，美国是 8.4 倍，俄罗
斯是 4.5 倍，印度是 4.9 倍。可见我国的收入差距之大到了
何等不合理的地步。对这个差距做出贡献的，无疑就有蓝
领的功劳。

所以我就认为，先别急着给蓝领戴上中坚的高帽，那样
好看却不管用，也不利生产力的发展，辜负了“中坚”的美
意。蓝领的中坚地位，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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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至桐柏高速公路焦作段项目已经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调整方案的通知》（豫政〔2012〕86 号）批
准列入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河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及有关部门规
定，决定对本项目项目法人进行公开招标，现
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人名称：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
地址：焦作市人民路 889号
二、项目名称：林州至桐柏高速公路焦作

段项目法人
三、项目概况：林州至桐柏高速公路焦

作段项目是河南省“十二五”规划的林州（豫
冀省界）至焦作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路
线起于焦作修武县与新乡辉县交界处，沿北
部浅山区向西，在焦作市中站区与晋新高速
公路相接，到达项目终点。项目全长 37.35 公
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
行车速度 100 千米/小时，路基宽 26 米。项目
估算总投资约 36.46 亿元，计划 2015 年开工，
2017年建成通车。

四、资格要求：
（一）申请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注册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企业联合体

(最多不超过 3家)。
（二）单个企业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各

项条件：
1.具有相应出资额度的投融资能力；
2.注册资金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
3.必须持有省级以上银行出具的信用证明；
4.净资产必须是其所需投入项目法定最

低资本金的两倍或两倍以上；
5.具有满足该项目管理、建设和运营的

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的储备；
6.具有协调地方关系、解决突发事件、确

保工期和质量的能力。
（三）企业联合体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

各项条件：
1.联合体各成员均为独立法人；
2.联合体各成员均具有相应出资额度的

投融资能力；
3.联合体各成员的注册资金总和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联合体成员主办人的注册资金
不少于 1 亿元人民币，其他成员的注册资金
不少于 5000万元人民币；

4.联合体各成员必须同时持有省级以上
银行出具的信用证明；

5.联合体各成员按股比加权的净资产总
和必须是其所需投入项目法定最低资本金的

两倍或两倍以上；
6.具有满足该项目管理、建设和运营的

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的储备；
7.联合体具有协调地方关系、解决突发

事件、确保工期和质量的能力。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有意向的申请人请

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信证明、企业法
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的
授权委托书（需公证）、被授权人身份证、近三年
财务审计报告、联合体协议书等原件，满足该项
目管理、建设、运营的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的基
本情况和履历表，以及有关能证明投标人满足
该项目资格要求的材料（同时须提交一套加盖
公章的复印件），于 2014年 12月 29日 17：30（北
京时间）以前，按本公告所述地址购买招标文
件。招标文件每份2000元（RMB），售后不退。

招标人：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政府
招标机构：焦作市交通运输局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塔南路 759 号交通

运输局规划科技科
邮编：454003
电话：（0391）2139388 2139318
传真：（0391）2139308
联系人：李英豪 王国涛

2014年12月25日

林州至桐柏高速公路焦作段项目法人招标公告（第二次）

为进一步提高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
服务水平，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部署和
安排，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将启用“金税三
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并定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4 点开始进行新旧系统切换，
至 2015 年 1 月 7 日 24 点结束。现就新旧
系统切换期间全省涉税事项办理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停办涉税业务时间安排
（一）2014 年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

期间，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所有办税服务
厅暂停办理以下业务：1.暂停办理车辆
购置税缴纳业务；2.暂停办理代开发票
业务；3.暂停办理各种 POS 机和现金税
款缴纳业务。

（二）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7 日期
间，除网络发票开具和网上认证业务
可以正常办理外，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将暂停办理所有办税服务厅和网上办
税事项。

二、恢复所有办税业务时间安排
自 2015 年 1 月 8 日起，金税三期税

收管理信息系统正式启用，全省办税服
务厅等办税场所恢复正常办理各类税收
业务，网上办税功能同时恢复正常办理。

三、顺延纳税例征期
全省 2015 年 1 月份纳税例征期顺延

至 1 月 23 日，纳税人可于 1 月 8 日至 23
日工作日期间，在主管国税机关办理征
期内各类涉税业务。

四、业务办理提醒
依照规定需要在 2014 年度办理税

款缴纳、代开发票以及车辆购置税征收
等业务的纳税人，请您在 2014 年 12 月 28
日（含）前到办税服务厅办理。需要在
2014 年度办理税务登记、领购发票等涉

税业务的纳税人，请您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到办税服务厅及时办理。

2015 年金税三期税收管理信息系统
上线后，新系统运行初期,可能会出现涉
税事项办理不畅等问题，由此给纳税人
带来不便，敬请广大纳税人给予理解和
支持，并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全省各级国
税机关将根据纳税人办理业务需要提供
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确保纳税人涉税
业务的顺利办理。广大纳税人如有疑
问，请咨询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我们将竭诚为您提
供服务。其他未列明事项详见主管国税
机关办税服务厅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2014年12月25日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金税三期”
税收管理信息系统上线期间停办涉税事项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