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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
商务部 19 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 外 国 投 资 法（草 案 征 求 意 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法
一旦通过，将实现外资三法合一，
外商逐案审批管理模式将结束，进
入“有限许可加全面报告”外资准
入新时代。

根据征求意见稿，将取消现行
对外商投资的逐案审批体制，采取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
资管理方式，构建“有限许可加全

面报告”的准入管理制度。即外国
投资者在负面清单内投资，需申请
外资准入许可；同时，外国投资者
在中国境内投资，不管是否属于负
面清单，均需履行报告义务。

草案不再将企业组织形式作为
规范对象，而是在依据注册地标准定
义的同时，引入了“实际控制”的标
准。即：受外国投资者控制的境内企
业视为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受中
国投资者控制的，其在中国境内的投
资视为中国投资者的投资。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
目前，北京城区大部分区域已喝上
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汉江水。北京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向记者
表示，虽然南水北调来水价格提高
了北京供水成本，但 2015 年北京
不会对居民水价进行调整。

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2014 年北京已经进行水价
调整，其中居民实施阶梯水价，非
居民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大幅度
提高特殊行业水价，目前节水效果
已初步显现。尽管南水北调来水

后，北京供水成本将增加，但“考虑
到居民水价政策要相对稳定，2015
年北京不会调整居民水价”。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南水”
进京后，虽然将缓解北京水资源供
应保障压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北京水资源紧缺问题，北京仍需落
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
促进节水。

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正式通水，江水于 27日抵
达北京。根据政策，到终端北京的
口门综合水价为每平方米 2.33元。

据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 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 18日公布新版《上
海市定价目录》，政府定价项目由
原先的 108 个减少到 53 个。其中，
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房地产价格
评估服务收费、房屋征收补偿评估
鉴定收费、房屋拆迁委托服务收费
等房地产服务收费尤为受到关注。

“现在房价动辄数百万元，房
地产中介费的放开或深度冲击二
手房市场。”上海一家大型中介负
责人表示，“房地产经纪服务费和
资产评估服务费的放开，最直接受

到影响的是二手房的交易。”
据科威国际不动产大中华区

的副总经理虞廷恂介绍，目前上海
市场的房地产经纪服务中，买卖的
服 务 佣 金 是 上 下 家 各 收 房 价 的
1％，累计是 2％。“由于上海 2％的
收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收费
水平并不高，因此不排除放开价格
后出现上涨的可能。”

中介人士普遍认为，2％佣金
上限打开之后，中介费将普遍上
涨，但小公司为揽业务，可能仍会
有更多的折扣。

我国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外商逐案审批制将结束

北京

南水北调后水价暂不涨

上海

二手房中介费或迎上调

公务员调薪方案已下发
养老金“并轨”后，养老待遇并不降低

胡晓义说，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第六条中明确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

“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方面是考虑到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工资的供款渠道
是明确的，主要是财政资金供给，所以各级
财政还是要负重要的责任。”胡晓义说，另一

方面，是考虑到机关事业单位的抚养比——
也就是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比企业
高。

他说，考虑到抚养比不平衡，更不应该
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基金混用，还是要坚持以
财政供款为主的资金渠道。所以落实决定
关于单独建账、基金分别管理使用，就不会
出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

“吃”企业结存基金的情况。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的运
行，胡晓义说，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模式是
现收现付，部分积累，主要是代际赡养的模
式，工作的一代缴费来供养已经退休的一
代，不用同时筹措在职职工缴费和退休人员
养老金发放两笔巨额资金，而是可以做财务
上的转化。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来的负担
会越来越重，这需要做长期的制度安排。”胡

晓义说，但就现实财政能力而言，完全可以
安排好现在的在职职工缴费和退休人员养
老金发放。但对长远的资金平衡问题要积
极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关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胡晓义
说，这个问题已列入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的总
体方案中，而且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各方面
的意见已经收集得相当广泛，会尽早提出一
个具体方案，供中央决策。

胡晓义说，配合这次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要完善工资制度。国务院办公厅为此转
发了三个实施方案，一是公务员基本工资的
调整，二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
整，三是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
整。

“这个文件已经发到各单位。”胡晓义
说，“各单位应按照国办印发的文件执行。”

他说，因为公务员的供款渠道只有财

政，所以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财政是唯一
的供款渠道，不允许机关自筹自支搞小金
库。至于说到制度公平的问题，问题的实质
在于如何引导企业年金更快地发展，使更多
的企业职工能够不但有基本养老保险保障，
而且有补充养老保险的补充保障，这样有利
于整个社会公平。

目前，政府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包括企业年金缴费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政策设计上考虑，显然我们希望改革
后大家的待遇水平不降低，而且能随着经济
发展有所提升，这是政策考虑的基点。”胡晓
义说，“从这个基点出发，至少我有这样的信
心，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不是极特殊情
况，待遇水平都会有所增加，至少是不降低。”

他同时表示，由于情况过于复杂，很难
说每一个人的情况到底会怎样，所以还有过

渡期的措施——实行原来的计发办法和现
在的计发办法比照，保低限高，可以保障待
遇水平总体不降低。

“这也提示大家一个信息，既然政策这
样设计，就要积极缴费、如实缴费。”胡晓义
说，“千方百计规避缴费或者降低缴费基数，
实际上是对自己长期和未来利益的损害。”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1月19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媒体提问时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会“吃”企业职
工的养老金，绝大多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待遇不会降低。配合这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已下发至各单位。

据新华社上海1月19日电 在
多重利空重创之下，19 日 A 股大幅
下挫，沪指暴跌逾 7％，创下近 7 年
最大单日跌幅。作为本轮行情“主
角”的大盘蓝筹股全线重挫，成为
拖累股指表现的主要原因。

16 日证监会通报了对券商融
资融券业务的检查结果。在明确
未发现重大违法行为、两融风险相
对可控的同时，证监会对 12 家券
商进行了处罚，其中中信证券、海
通证券和国泰君安三家券商被采
取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
户 3 个月的行政监管措施。与此
同时，证监会将融资融券“门槛”重
新抬升至 50 万元。

同日，银监会也公布了《商业
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业界评价认为这对遏制
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变相规
避银行信贷规模管制将起到一定
作用。

受多重利空影响，19 日 A 股
低开低走。上证综指开盘就直接
击穿了 3200 点整数位，盘中更一
度跌破 3100 点整数位，尾盘收报
3116.35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大 跌
260.14 点，跌幅高达 7.70％，创下
2008 年 6 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受此影响，沪深两市近 2000
只个股收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近 160 只个股跌停。

正在进行转体作业的桥梁横跨京沪线（1 月 19 日摄）。当日，山东
邹城市三十米上跨京沪线转体桥成功转体 97.3 度与边跨现浇段合龙。
据了解，转体桥横跨京沪铁路站场 14股道线，全长 1198.5米，主桥转体
重量 2.24万吨，是目前世界上最重的转体桥。 新华社发

沪指暴跌创七年纪录
两市近 160 只个股跌停

最重转体桥成功转体

1 月 19 日，一名股民在安徽合肥市一家证券营业厅内关注股市
行情。 新华社发

“一次工伤半年利润泡汤”

在南川区河图乡长坪村，畔园猕猴桃
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王伟给记者拿出两件

“新鲜物”，一件是农民土地入股的股权证，
另一件则是血压计。

这家合作社流转了 800 多亩土地，雇用
的农民平均年龄 65 岁以上，年纪最大的 81
岁。“在 30多个‘高龄农民’中，患有高血压的
就有七八个。因为怕出事，我们专门买来血
压计，定期给农民量血压，下地前也要量。”王
伟叹气道，“虽然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入股，可还是留不住年轻人的心啊！”

“高龄农民”务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也
让不少农业大户“很受伤”。开县临江镇明月
村农民孙昌武流转 900 多亩土地种粮，农忙
时节，雇用的全是 65岁以上的老人干活。“夏
季给水稻喷农药、做田间管理时，要反复叮嘱
他们：干不动了，可以找阴凉的地方，‘想耍就
耍’。不然中暑了，我可承担不起。”孙昌武
说，“2013年一个 70多岁的农民下地除草时，
盆骨粉碎性骨折，医药费花了 4 多万元。‘吃
掉’了我一年租地种粮将近一半的利润。”

“高龄农民”难以对接现代科技

大量留守农村的“高龄农民”务农，还暴露
了3个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进度时常受到影响，
影响产量；二是传统精耕细作逐渐被“懒人农
业”所取代；三是务农农民年龄大，知识水平有
限，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

从 2006 年以来，合川区农机部门每年
都会在春耕前后向农民推广精量播种、中
耕锄草、水稻牵绳定距调栽等农业新技
术。以精量播种为例，这种作物播种方法
使个体发育更加良好，能实现高产。但在
推广时，不少“高龄农民”告诉技术员，即便
有了这项技术，插秧还是得“弯腰抬背”“又
脏又累”。就为一亩地增产三四十斤粮食，
费这么大力气，划不来！

在一些村社，由于劳动力短缺，“高龄农
民”务农导致产量下降。綦江区赶水镇铁石
垭村村委会主任周庭忠说，全村有上千亩水
田，过去水稻亩产千斤以上，现在已经降到
700 多斤。在 2 组 110 多户农民中，有 30％
左右口粮不足，需要买粮吃。村民江宗志一
家 5口全靠买粮，每年超过 1500斤。

农业劳动力呈现“断代之忧”

1996 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我国 50 岁
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为 18.1％，第二
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 32.5％，10 年上升了
14.4 个百分点。照此趋势，到 2016 年第三
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农业劳动力中 50 岁
以上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可能超过 50％。

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务农劳力有“断代
之忧”：二三十岁的农民绝大多数不会种
地，也不愿种地；四五十岁的农民愿意出外
打工；农村务农大多都是 60 岁以上的“高龄
农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尚未培育成熟、
壮大，务农劳力萎缩的问题却已摆在面前。

“5 年之后，等这批人干不动了，这些
土地留给谁来种呢？谁来给城里人生产
粮食？”年近 65 岁的孙昌武连续多年获评
全国种粮标兵，他给自己划定的退休年龄
是 70 岁。他很担心找不到“接班人”。他
说：“种地是门技术活，要懂得什么种子是
良种，什么植保更有效，一块田配备什么
类型的旋耕机更合适，这门功夫没个几年
可不成！” （据新华社重庆1月19日电）

不“吃”企业养老金

代际赡养解决收支平衡

工资调整方案已下发

养老待遇不降低

下地前量血压 高科技搞不懂

“老农民”难种新型田

在重庆一些区县，有不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雇用的务农劳力
大多超过60岁。当前，农业劳动
力的供给结构正由十几年前的50
岁上下为主向60岁以上的“高龄
农民”过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遭遇“高龄农民”的种种尴尬事，
折射出农村劳动力加速老化，劳
力“断代之忧”已非常急迫。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 月 1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
体会议，讨论即将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将《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和
中央有关单位征求意见。

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是国务院一项重要的法
定职责。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政府向人民
的庄严承诺，是接受全国人民监督的重要载
体。我们要推进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
化，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广泛听取各界意见，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集中民智，把人民的意

愿和关切作为政府工作重点和着力点，扎实
推进、务求实效。

李克强指出，2014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
内国际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多重困难和挑战相互交织。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
族人民万众一心，锐意进取，全面完成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经济运行处于合理
区间，经济结构有新的变化，发展质量有新
的提升，人民生活有新的改善，改革开放取
得重大进展，成绩来之不易。

李克强强调，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复苏艰难，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爬

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今年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政
府工作艰巨繁重。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按照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奋发有为，开拓创新，
以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增加公共产
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平衡和民生持续改
善，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二五”
规划各项任务，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
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指出，做好一季度工作对全年十
分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要努力实现良好开

局。一要抓紧落实好已部署的改革发展重
点任务，各项工作都要早作安排、紧抓快
办。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跟踪和分析经济
运行中的新情况，着力破解发展难题。二
要抓实抓好冬春农业生产，加强农田水利
建设和春耕备耕。三要统筹做好煤电油
气运协调保障，组织好春运工作，确保广
大 群 众 安 全 方 便 出 行 和 重 要 物 资 运 输 。
四要切实关心和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加大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督查力度。五要
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等违法行为，加强
安全生产，做好冬春森林草原防火和防灾
减灾工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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