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项目试水“金融机构接管+委托共建”模式

目前，不少停工项目通过金融机构
接管、债权人收购、拍卖债权、合作方托
管等方式盘活，实现了保交楼。

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
显示，恒大集团陆续与光大信托、五
矿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签署协议，
将部分城市项目剥离给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则向项目公司注入资金以
保障项目后续开发建设。债权人中
信集团收购了佳兆业在深圳市的 4
个项目、总货值约 500 亿元。无锡
市翠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阿里
拍卖平台转让债权，以期尽快引入
投资人续建。

业内人士认为，从实践来看，“金融
机构接管+委托共建”模式促进了问题
项目的有序出清。以信达资产纾困房
企的首个成功落地项目——广州南沙

“悦伴湾”为例，该项目由信达折价收购
项目债权，深圳华建提供增量资金借
款，信达地产进场操盘代建，对项目实
行资金全封闭管理。

在广东广州、云南昆明、江苏江
阴等地，金融机构也通过引入共建商
来盘活停工项目。广州百筑公司的
百晟广场是广州市中院裁定的首例
重整项目，因资金链断裂被法院查
封。在广州市中院的调停下，各债权

人就项目债务及偿还方式达成一致，
引入重启资金，由蓝绿双城作为资产
管理方负责开发续建和市场重新定
位，以实现有品质的交付，保障了各
债权人的权益。

有关部门表示，房地产企业作为
保交楼的责任主体，积极处置资产、
多方筹措资金，努力完成保交楼任
务。地方政府为了防范房地产企业
风险外溢，切实承担“保交楼、稳民
生”的属地责任，帮助企业做好保交
楼工作。目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各地保交楼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仍
然存在资金压力。

需综合分类施策

目前，各地楼盘停工原因较为复
杂。除设立房地产专项纾困基金之
外，多地还通过成立专班、返还土地
款、优化预售资金监管等措施，督促停
工楼盘续建。

在苏州，停工项目所在区域的街道
办事处与区级职能部门联合成立工作组
入驻项目现场，督促项目尽早复工，监督
项目工程质量，落实“一楼一策一专班”。
在重庆，有关部门成立房地产问题项目
风险化解处置小组，安排专班跟进项目
建设进度，并对项目账户资金封闭管理。

“每个楼盘不一样，具体情况实际

上非常复杂，建议各地‘一楼一策’差别
化处理。”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认
为，当务之急是在短期内快速给市场与
企业注入流动性，问题项目要全力盘
活，首先仍需启动资金。

蓝绿双城控股集团董事长曹舟南
认为，部分房企虽然现金流出现问题，
但资产仍在，并非资不抵债。地方政府
可以通过纾困基金回购土地，相当于政
府再次收储，房企获得“救命钱”，达到
双赢的效果。

一家房企负责人说，房企虽然面
临流动性压力，但是手里依旧有大量

资产，建议监管部门鼓励银行开放有
抵押融资，缓解房企资金困境和行业
交付难题。

有关部门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牢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妥
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抓紧完善相关制
度和政策工具箱，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持
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营造守法
诚信、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因城施策促
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
郑钧天 王优玲）

多地设立纾困基金推动复工复产

有关部门强调，“保交楼、稳民生”
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压实企业自救
主体责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切
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近日，郑州市房地产纾困基金设立
运作方案对外发布，该基金规模暂定为
100亿元，纾困项目限定为未来销售收
入能够覆盖项目投资的存量房地产项
目，明确了纾困项目的四种开发模式，
即棚改统贷统还、收并购、破产重组和

保租房模式。
在武汉，中国建设银行拟以湖北省

为试点，设立300亿元的纾困基金，用于
收购问题项目并改建为公租房。南宁市
成立平稳房地产基金，首期规模3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除地方政府外，资
产管理公司也开始加速入场。继中国
华融与阳光集团签署纾困重组协议后，
中南控股与江苏资产8月10日宣布合
作纾困。根据协议，江苏资产或其指定
主体与中南控股或其指定主体共同设

立规模20亿元、存续期3年的基金，用
于中南控股及关联方投资的项目合作，
包括存量债务重组、现有项目续建等。

此外，长城资产披露，上半年已与
12家房企开展多轮对接，对意向纾困
项目资产深入研判，部分项目已成功落
地或批复出资；信达资产首单纾困项目
也于7月成功落地。

在各地政府、金融机构及房企合力
推进之下，目前已有多个停工楼盘传出
复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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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会发电、衣服能吸热、婴儿车
可以自动刹车……在2022世界制造
业大会上，数百家企业集中展示了制
造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其中有
一些“黑科技”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
好”为主题，展馆设在合肥滨湖国际会
展中心。走进展馆，数万平方米的空
间里琳琅满目，既有飞机、农机等大型
装备，也有许多能应用于日常生活的
展品。

在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展区，
竖立着一块块一人多高的玻璃面板，
有仿石纹、仿木纹、天空蓝等样式。现
场工作人员王鹏说，这种玻璃在阴雨

天能发电，而且相较于传统的光伏发
电材料，它拥有多种花纹、颜色，可匹
配不同建筑风格。良好的机械强度使
得它能适用于外墙、屋顶等多个建筑
部位。

“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大家居住的
房子外墙和屋顶都会铺上发电玻璃。”
王鹏说。

离凯盛科技集团展区不远，一座
黑色材料堆成的“金字塔”吸引了观
众好奇的目光，这是中复神鹰碳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碳纤维材料。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是重要
的工业原料。”该公司副总经理李韦
介绍说，碳纤维具有重量轻、强度高、

耐腐蚀等诸多优点，可应用于新能
源、建筑等领域。

“材料创造美好生活，碳纤维的广
泛应用，能给未来生活提供更多可能。”
李韦说，碳纤维材料能助力汽车车身减
重，还能运用于滑板、鱼竿、自行车等体
育休闲用品，未来随着产能提升、成本
降低，甚至家具行业也能大规模用上碳
纤维，让家具更加轻盈、坚固。

除了能在家居建材、体育休闲领域
大放异彩的产品，在本届大会上，还有
一些与日常穿衣紧密相关的“黑科技”。

在吉祥三宝高科纺织有限公司展
台，一个小小的实验装置让许多观众
驻足体验：一根中空的玻璃管一端蒙

着一块绿色的布料，布料上方注水，下
方充气，只见下方的空气透过布料在
水中形成一个个水泡，而上方的水却
一滴都没渗下来。“这是防水透湿布，
既能隔绝雨水又轻薄透气，一般用于
户外工作服。”展台工作人员靳宇说。

除了防水透湿布，现场还展出
了极寒热力绒、高保暖仿生材料
等。“极寒热力绒的直径远细于普通
纤维，能吸收、储存外界环境的热
能，再转化作用于人体，实现快速增
温效果。”靳宇说。

除了穿衣，出行也是民生大事。
本届大会还有企业关注到了众多“宝
爸宝妈”的烦恼，为小朋友们的出行设

计了产品。
安徽酷豆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展台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婴儿车，其
中一辆黄蓝配色的婴儿车摆在最显眼
的位置。“这辆车的独特之处就藏在它
的把手处。”该公司工作人员葛志成
说，这辆车具有感应功能，只要双手完
全离开把手，就会自动刹车，能减少因
婴儿车脱手造成的意外。

“制造业既可以高精尖，也可以接
地气，从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出发，就
有希望做出好的产品，让生活因制造
而美好。”葛志成说。

（新华社合肥9月21日电 记者
胡 锐）

让生活因制造而美好
——从世界制造业大会前瞻未来民生新图景

多部门出台专门措施 多地因城施策

推动“保交楼、稳民生”

近期，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有关
部门出台专门措施，以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
的方式，支持有需要的城市推进已售逾期难
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目前专项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多地政府因城施策，
推动“保交楼、稳民生”，部分停工项目开始
复工。

民生直通车

新华视点

新华社发

观众在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参观。 新华社发

“两高两部”联合发布
新的取保候审规定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齐琪 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21日联合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取保候审若干
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
围，强化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督，解决取保候
审执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据介绍，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依法规范适用取保候审，对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刑事诉讼顺
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明确，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
审。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
诉和审理。严禁以取保候审变相放纵犯罪。

为进一步明确被取保人的活动范围，规定对
刑事诉讼法中“特定的场所”“特定的人员”“特定
的活动”的范围进行了细化，以便于实际操作。为
加大对被取保候审人的违规惩处力度，规定还对
没收保证金、对保证人罚款、逮捕等措施的条件、
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以保障取保候审相关规定
得到贯彻执行。

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经常居住地，而
又常年不在户籍地这一常见问题，规定明确，在符
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被取保候审人暂住
地执行取保候审。

据悉，“两高两部”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严格执行
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适用取保候审，深入贯彻落
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
法政策，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同时，充
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我国移动物联网
连接数已达16.98亿户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张辛欣）记者
21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8月底，我国
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达16.98亿户，首次超过移
动电话用户数。

移动物联网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提供连接服
务的物联网，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公共服务、个
人消费等领域。近年来，各行各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步伐，移动通信网络从以前主要服务“人与人”
的通信，加速向主要服务“人与人”“人与物”“物与
物”转变。我国移动物联网在网络能力、应用发展
和产业能力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
底，窄带物联网、4G、5G基站总数分别达到75.5
万个、593.7万个、210.2万个，多网协同发展、城乡
普遍覆盖、重点场景深度覆盖的网络基础设施格
局已形成。移动物联网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
领域多环节，国内企业技术及产品研发能力持续
增强，生态体系持续完善。

关爱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我国将进一步加强
早期筛查干预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记者董瑞丰）9月
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记者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
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筛查、干预、分类管理和健康
指导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介
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000万名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健康中国行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将“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设为结果性指标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在部署
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时明确，各地要结
合实际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初筛服务，对初筛结果
异常的老年人，指导其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复查。

据介绍，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组织15个
省份开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与干预试点工
作，在全国1672个城乡社区启动实施老年人心理
关爱项目，为58万名老年人提供心理与认知状况
评估，开展分类干预和转诊服务。

中国海军第42批
护航编队起航奔赴亚丁湾

据新华社青岛9月21日电（黎云 马玉彬）
中国海军第42批护航编队21日上午从山东青岛
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
41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上午9时许，护航编队舰艇缓缓驶离码头，任务
官兵在甲板上整齐列队，挥手向祖国和亲人告别。

第42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
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淮南舰、导弹护卫舰日照舰和
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
特战队员数十名。除可可西里湖舰执行过亚丁湾
护航任务外，淮南舰、日照舰均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官兵们向可可西里湖舰挥手告别。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