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第18号台风“圆规”13日下午登陆海南岛。“圆规”体形庞大，环流范围超过
1500公里，叠加冷空气影响，其带来的大风强度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海南
和雷州半岛将承接“圆规”的最大风区，海南的风力可能会接近2014年强台风“海
鸥”。海南岛、台湾岛、广东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
沿海、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200毫米大暴雨。目前，海南、福建、广东多地中
小学已停课，沿海客渡运航线关停，海南三大机场147架次航班取消。图为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出发大厅的屏幕上显示出港航班全部取消。 （据中新网）

台风“圆规”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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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起新增110城启用电子驾照
赣州抚州上饶景德镇纳入试点

十部委出手清理清单外“特色小镇”，严防房地产化倾向

20省份特色小镇需控制在50个以内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

委《关于印发全国特色小镇规范健
康发展导则的通知》（以下简称《导
则》）印发实施。《导则》进一步细化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
康发展意见的通知》，明确了普适
性操作性的基本要求，给特色小镇
划出“门槛”和“红线”，包括严守房
住不炒、合规用地、债务防控、生态
环保等底线。

13项具体指标
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发展

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2014年
在杭州云栖小镇首次被提及，这种
在块状经济和县域经济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创新经济模式受到关
注。此后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荼，
涌现不少精品特色小镇。但另一
方面，2017 年以来也出现一哄而
上、盲目发展等问题，出现了不少
打着房地产、发展旅游康养等名义
申报的假“特色小镇”。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有关
部委和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规范纠
偏。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特色
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
对特色小镇实行清单管理，明确本
省份特色小镇清单，择优予以倾斜
支持，不符合条件的要及时清理或
更名。

记者关注到，此次《导则》重新
厘清“特色小镇”的概念：“特色小镇
是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
新型产业布局形态，是规划用地面
积一般为几平方公里的微型产业集
聚区，既非行政建制镇、也非传统产
业园区。”并要求：特色小镇应秉持
少而精、少而专方向。产业主导，宜
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游
则游，找准优势、凸显特色。

《导则》还从发展定位、空间布
局、质量效益、管理方式、底线约束
等方面，提出了 22 条具体要求；在
建设边界、风貌形态、投入强度、质
效水平、创新活力、房住不炒等方
面，设置了13项具体指标。

全国各省份清单内
特色小镇已减至1600个左右

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努力，
全国特色小镇发展进入规范化轨
道，纠偏工作取得进展。截至今年
上半年，全国各省份清单内特色小
镇减少至1600个左右，其中的一半
位于东部发达地区。按照各省份
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工作计划，
预计数量还将进一步减少。

《导则》要求，省级发展改革部
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本省份特
色小镇清单。坚持严控数量、提高
质量，人均GDP少于1万美元省份
的清单内特色小镇原则上不多于
50个，鼓励控制在30个以内。

记者了解到，根据七普数据，
除港澳台外，31 省份中 2020 年人
均 GDP 少于 1 万美元的省份有 20
个，依次是陕西，安徽，湖南，辽宁，
四川，江西，河南，海南，宁夏，新疆，
西藏，云南，吉林，青海，山西，河北，
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

而据这些省份此前公布的特色
小镇数量，有多省超出50个。这也
意味着，随着“清单管理”的健全和
完善，特色小镇的数量还将压减。

特色小镇住宅用地
占比上限为30％

此次《导则》强调加强对特色
小镇建设的动态监管，有效防范各
类潜在风险，确保不突破各项红线
底线，即合规用地底线，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生态环
保底线，严格落实区域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要求；债务防控底线，县级政府法
定债务风险预警地区不得通过政
府举债建设；房住不炒底线，严防
房地产化倾向；安全生产底线。

其中，在房住不炒方面，指出
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发展
特色产业，住宅用地主要用于满足
特色小镇内就业人员自住需求和
职住平衡要求。除原有传统民居
外，特色小镇建设用地中住宅用地
占比原则上不超过 30%，鼓励控制
在25%以下。 （据南都网）

楼市“金九银十”失色
多地二手房成交锐降

今年以来，在一系列政策调
控作用下，以北京、上海、深圳、广
州等一线城市为代表的全国多个
城市二手房成交逐步下降，甚至

“金九银十”都大为失色，市场降
温之势可谓迅猛。

一个小案例可见秋意。为
腾出资金打新购买一手房，刘先
生此前将名下一套位于上海市
徐汇区田林板块某小区的三房
挂牌 880 万元出售。但一个多
月过去了，房子几乎无人问津。
无奈，刘先生将挂牌价下调至
850 万元。这回有上门客了，但
对方的心理价位是 800 万元，这
让刘先生有些难以接受，卖房事
宜暂无进展。

并非所有人都像刘先生那样
坚持。有中介告诉记者，最近房
价确实有下跌，相比较而言，学区
房的降幅更大一些。上海市徐汇
区凯旋一村一套34平方米（一室
一厅）房源的价格已经从今年三
四月份时的600万元下跌至现在
的520万元。如果是全款客户，可
以有更大的议价空间。

该中介表示，现在房地产政
策收紧，贷款有点难，很多客户都
处于观望状态，导致生意不好做，
该中介所在的门店8月份二手房
买卖成交了3单，但9月份就只成
交了1单。

上海的情况并非特例。今年
以来，为整顿“学区房”炒作乱象，
严查违规资金流入楼市、打击假
离婚买房、多地出台二手房指导
价，二手房信贷全面收紧等政策
接连落地，调控不断升级导致置
业者购房意愿明显下降，二手房
市场逐渐回归理性。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提供
的数据显示，2021 年 9 月，北京

二手房成交约 1.26 万套，环比下
降 21%，同比下降 27%；上海二
手房成交约 1.20 万套，环比下降
33%，同比下降 61%；广州二手房
成交 6198 套，环比下降 27%，同
比下降 56%；深圳二手房成交
1765 套，环比下降 13.6%，同比下
降 79%。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认为，当前部分城市二
手房成交数据可以用“腰斩”来形
容。从环比数据看，9月份跌幅普
遍超过 10%的水平，而同比跌幅
更高些，普遍在 50%左右的水
平。类似下跌，基本上使得市场
交易数据步入冰点的状态。二手
房的下跌，和房地产信贷政策偏
紧、各地落实二手房指导价等有
关。市场冷清，对于中介公司等
压力会比较明显。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认为，今年以来调控政策不断升
级且愈加严厉是导致市场短期
变化的关键变量。就二手房而
言，越来越多的热点城市出台
二手房指导价，对价格的管控
也非常严格，个人按揭贷款收
紧。另外，整顿“学区房”炒作
方面也落实得非常严格。这些
调控政策导致了二手房成交快
速下滑。同时，从市场本身来
讲，部分城市市场存在着提前
透 支 ，甚 至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泡
沫 ，泡 沫 程 度 大 小 不 一 ，其 共
同 特 征 就 是 房 价 涨 幅 高 。 因
此，市场有要回归理性的内在
需 求 ，要 适 度 降 温 ，调 整 休
息。此外，整个行业在快速走
弱，有房企暴雷使得行业氛围
趋于悲观，而这显然也会让购
房者的心态发生变化。

（据《上海证券报》）

记者 13 日从公安部获悉，自
今年 10 月 20 日起，在全国第一批
推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
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太原、沈
阳、哈尔滨等 110 个城市第二批推
广应用。第二批 110 个推广应用
城市将自 10 月 20 日至 26 日错峰
上线电子驾驶证申领功能，驾驶

人可以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排，
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下一步，公安
部将加快驾驶证电子化全国范围
内推广应用。

据了解，此次我省将新增 4
个城市推广应用全国统一电子
驾驶证，包括赣州、抚州、上饶、

景德镇。启用时间分别为：赣州
于 10 月 20 日上线；抚州、上饶于
10 月 23 日上线；景德镇于 10 月
26 日上线。加上此前纳入试点
的南昌市，我省将共有 5 地启用
电子驾驶证。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28个城市启用，已有

1600 多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
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
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
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
会应用场景。

据了解，自今年9月1日起，公
安部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驾驶

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
“交管12123”App核发货车电子通
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
等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
便利措施。4项新措施推广应用以
来，已惠及 1700 多万人次，减少群
众企业办事费用5.6亿元。

（据新华社）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
开展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
专项行动。记者了解到，该行动
集中整治网络销售突出问题，强
化化妆品电子商务经营者主体
责任，规范网络销售化妆品市场
秩序。

为全面贯彻落实《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加强网络销售化妆
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利用网络
销售违法化妆品行为，国家药监
局自 2021年 10月起，开展化妆品

“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行动。
主要目标是：集中整治网络销售
突出问题，强化化妆品电子商务
经营者主体责任，规范网络销售
化妆品市场秩序。

国家药监局表示，行动的三
大工作重点包括：清理整治未经
注册或未备案的化妆品：未经注
册或未备案、冒用他人注册证、已
要求停止经营的化妆品。

清理整治标签违法宣称的化
妆品：包括标签内容与注册或备
案资料不一致、虚假或引人误解、
明示暗示医疗作用，以及违法宣
称药妆、干细胞、刷酸、医学护肤
品等。

清理整治存在质量安全风险
的化妆品：包括非法添加、使用禁
用原料生产、超范围或超限量使
用限用组分生产的化妆品等，并
以儿童化妆品、祛斑美白类化妆
品等为重点。

（据《北京青年报》）

国家药监局整治化妆品
“线上净网线下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