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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1 月 20 日从国务院法制
办获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
订送审稿)》已全文公布，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

修订送审稿拟放宽住房公积金
提取条件，明确购买、建造、大修、装
修自住住房，无房职工支付自住住
房租金，职工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
均可提取住房公积金，也可同时提
取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修订送审稿规定，对缴存基数
和缴存比例实行“限高保低”。单位
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上
限不应高于12%，下限不应低于5%。

修订送审稿指出，以提供虚假
材料等欺骗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或
者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责令退
回骗取的住房公积金或违法贷款，
处骗取金额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
款或违法贷款额 10%以上 30%以下
罚款，并取消缴存职工5年住房公积
金提取及贷款资格；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据《人民日报》）

支付物业费
或可提取公积金

山西省政府 11 月 19 日公布了
《关于健全完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
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
见》，对山西省房地产政策进行了重
大调整。其中规定，取消商品房购
房限制，包括取消购买商品住房套
数、户籍、年龄等限制；取消商品住
房销（预）售价格申报制度；取消对
境外机构及个人在本地区购买商品
住房的限制。

对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的居
民家庭,金融机构贷款最低首付款
比例为 30%，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
的 0.7 倍。对已拥有一套住房并已
结清贷款，为改善住房条件再次申
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居民家
庭，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未结清贷
款的居民家庭，为改善住房条件再
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贷
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40%。允许拥
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并已结清贷款的
居民家庭，第三次申请贷款购买住
房。允许符合政策条件的非本地居
民申请贷款购房。（据《山西日报》）

山西全面取消
商品房限购

近日，化妆品品牌法兰琳卡因
为一段仅 15 秒的广告被舆论讨
伐。这段在央视 8 套播出的广告，
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恨化学”这句
话，甚至直接用这五个大字占满屏
幕。这引起北大教授周公度的注
意。11月19日，网友爆料周公度递
交声明要状告央视8套。

周公度在声明中写道，这是一
则坏广告，毫无基本科学素养，反
科学、破坏化学教育。周公度长期
从事晶体结构测定和结构化学领
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北京大学
化学系主讲结构化学基础课近 20
年，在相关领域很受尊敬。

7月底，法兰琳卡推出这则“我
们恨化学”的全新广告。因为洗脑
般的重复“我们恨化学”，引发很大
争议。起初是在业内，有人指出没
有化妆品可以做到不含化学成分，
是伪概念，这样的炒作涉嫌欺诈、
误导消费者。但法兰琳卡并未对
此回应。 （据《扬子晚报》）

北大教授告央视
质疑广告反科学

因行事残忍跻身领导层
贝勒穆赫塔尔 1972 年 6 月在北非国家

阿尔及利亚出生，1991 年前往阿富汗加入
“圣战组织”，对抗当时亲苏的阿富汗政府。
他曾进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坎大哈和贾
拉拉巴德的营地，接受训练。

在阿富汗期间，他不慎引爆炸药失去左
眼，后来装上了一只假眼。在阿富汗的经历
让他成为“基地”组织的死忠，曾用乌萨马·
本·拉丹的名字给儿子取名。

1993 年，贝勒穆赫塔尔回国，加入阿尔
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妄图推翻政府，
成立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国家”。这一组织
杀害平民，有时甚至屠杀整个村庄，贝勒穆
赫塔尔因行事残忍著称，并跻身领导层。

自立门户又合并恐怖组织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伊斯兰武装组织”

走向分裂，贝勒穆赫塔尔选择离开，加入新成
立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大本营就设
在马里境内，目的依然是推翻阿尔及利亚政
府，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指挥官，他通过
走私商品、绑架西方人质勒索赎金等手段为组

织筹集大量金钱，用于购买武器，招兵买马。
2012 年，贝勒穆赫塔尔离开“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自立门户，成立名为“血
盟者”的组织，但与“基地”组织保持联系。
2013年1月，“血盟者”据称袭击了阿尔及利
亚一处天然气田，劫持并杀害了 40名人质，
多数为西方人士。

在制造血案和扩大影响的同时，贝勒穆
赫塔尔也开始寻求结盟，盯上了同样在这一
地区活跃的恐怖组织——“争取西非唯一性
和圣战”。2012春季至 2013年初，后者一度
控制了马里北部地区，但此后被法国部队击
退。

2013年5月23日，西非国家尼日尔北部
发生两起自杀式袭击。“血盟者”和“争取西
非唯一性和圣战”宣称制造袭击事件，显示
这两个组织开始协调行动。同年 8月，两个
恐怖组织正式宣布合并，组建“纳赛尔主义
独立运动”，贝勒穆赫塔尔成为领导人。

行事诡秘多次传出死讯
近年来，“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不断制

造恐怖事件，而袭击目标多为西方人。
3月7日，这一组织宣称对马里首都巴马

科一起袭击西方人的事件负责，一名法国人、
一名比利时人和3名马里人在袭击中丧生。

在巴马科丽笙蓝标酒店 20 日遇袭后，
“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通过半岛电视台发
布一段录音，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表示与“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共同行动。

这一组织自称，发动袭击是为了报复政
府在马里北部的打击行动，同时要求释放在
法国关押的人员。

消息传出，贝勒穆赫塔尔及其领导的恐
怖组织再度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

由于暴行累累，贝勒穆赫塔尔曾被阿尔
及利亚法庭两次缺席判处死刑。但他一向
行事诡秘，此前多次传出有关他的死讯，特
别是在2013年4月和2014年6月，但后来均
被否认。

有媒体认为，“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此
次袭击巴马科丽笙蓝标酒店，矛头显然对准
西方人士。至于袭击时机，看起来更是经过
深思熟虑。法国巴黎最近发生严重恐怖袭
击，此时在属于法国传统势力范围的马里制
造袭击事件，明显意在最大程度地制造恐慌
和扩大影响。

（据新华社）

“末端配送”问题如何监管？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快递条例（征

求意见稿）》，提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
作业人员以抛扔、踩踏或者其他危害快件安
全的方法处理快件的，视情节处以最高 5 万
元罚款。在获“点赞”的同时，其可操作性也
引发了一些争议。

“双 11”快递高峰的余温犹存，北京街头
快递小哥们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是常事。有
时在写字楼前摆个地摊，就是个临时分拣
点。这种情形下，谁来监管快件的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监控“盲点”恰恰是伴随
近年来快递新业态而生的“末端配送”。

据国邮智库专家、北京物资学院院长邬
跃介绍，目前，快递的“最后一公里”环节产
生了很多新业态，比如小麦公社、城市 100、
中科创富等都做末端配送，而这些企业的名
称大多并不叫“快递”，有的还是以科技公司
名义注册。一些物流企业也纷纷进入快递
行业，这些以物流公司名义注册的企业，只
管落地配送和代存储，直接面向消费者。

“有关快递安全的事项非常细，新问题
在实践中层出不穷，一份条例的约束是有限
的。”邬跃说，随着物流企业大量涌入，如何

加强对末端代收点的监控、新业态如何监
管，都需要细致研究。

怀疑快递被“虐”该咋取证？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

国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共受理消费者申
诉 71.9 万件。相比 2013 年，邮件丢失短少、
损毁等申诉同比增加。

记者走访发现，消费者维权往往因取证
难而受阻。“一次朋友寄了几件化妆品，到货
后发现快递箱完全变形，洗面奶瓶子也碎
了。投诉到快递公司，对方竟让自己提供箱
子被抛扔的证据。”对于北京王女士的遭遇，
不少消费者都表示有同感。

事实上，自2012年《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颁布以来，包括“快件分拣脱手时，快件与接
触面距离”这样细节的规定都很明确。然而
面对依旧层出不穷的“野蛮投递”问题，有网
友表示“难道要我去分拣车间、跟车拍照监
控吗？”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可以探索分类包装
等方式为快递分拣提供“视觉”参考。“我们
在日常抽查时发现，快递员对于纸箱尤其是
标有易碎品的快件会相对‘温柔’；而一些塑
料袋包装的物品，一看就知道是不怕摔的，

分拣时就会随意很多。”宁夏邮政管理局市
场监管处一位负责人认为，可以探索根据物
品种类、质地等因素设立行业统一标准的分
类包装。

如何实现快递业转型升级？
专家认为，快递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

题，根源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时也受制于
上游电商的零散网购模式。电商利用货源
优势打压快递价格，从中赚取快递费；快递
公司为了抢占市场，宁要市场份额不要利
润。这样的局面让快递企业“很受伤”，也无
法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共赢式发展。

“长此以往，未来一则不少企业将退出
这个行业，二则消费者无法体验优质服务。”
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说，相关政策
的制定不仅要进一步规范快递市场，还要考
虑如何助推快递业健康、有盈利、可持续发
展。不能简单“以罚代治”。

“按多数快递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如
果要避免野蛮操作，就必须大量增加人工，
而这意味着一批快递企业将面临亏损。”徐
勇说，从长远看，快递企业向信息化、机械
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是必由之
路。 （据新华社）

能否根治快递被“虐”乱象？
“罚款5万元”

包装破损变形、
内容物散落受损、未正常投

递导致快递变质腐坏……我国
快递业务量连续4年同比增速超过

50％，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市场不
规范也较为突出。

近日，“野蛮投递”最高可罚5万
元引发社会讨论，《快递条例（征求
意见稿）》的有关设计能解决“末

端配送”的问题吗？记者就
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

调查。

揭马里恐袭案主犯“恐怖独眼”——

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丽笙蓝标酒店11月20日遭袭，包括3名中国公民在内
的多人不幸遇难。恐怖组织“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事后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与“伊斯兰国”、“基地”等极端恐怖组织相比，“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很少在
国际媒体上出现。但在马里所处的西非地区，这一恐怖组织在独眼头目穆赫塔
尔·贝勒穆赫塔尔（如图）的指挥下，多次制造血案。

那么，贝勒穆赫塔尔究竟什么来头？“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袭击巴马科丽笙
蓝标酒店的目的何在？

累犯血案的““基地基地””死忠死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