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信息联网大限将至

500个城市联网为利益所阻

我省启动国内

首个“检务云”

本报济南 6月 1 7日讯
（记者 马绍栋） 14日下
午，山东省检察院与浪潮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宣布，山东省检务云计算建
设正式启动。山东“检务云”
的建成将实现全省17地市
各级检察机关数据统一、实
现全面信息共享，也是全国
首个启动的“检务云”，为国
内检察系统信息化建设起
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记者了解到，山东“检
务云”将以云计算技术为
支撑，首先以搭建全省检
务综合平台为切入点，统
一全省检察机关数据的规
范 和 标 准 ，建 设 统 一 存
储、集中管理检查系统的
数据库，并为全省检察机
关提供统一的信息共享与
服务平台；同时还将在平
台构建案件管理系统、侦
查信息系统、政务管理系
统、绩效考核系统等四大
业务系统。

昨日电网负荷

创今夏最高值

本报济南 6月 1 7日讯
（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郭轶敏） 进入5月以后，全
省气温逐步上升，电网负荷
也随之攀升。17日，因天气
闷热用电量大增，全网负荷
高达4999万千瓦，险破五千
万大关，创今年入夏以来电
力负荷最高值。

6月17日，闷热天气导
致全省用电量提升，下午3

点左右，全网负荷高达4999

万千瓦，为今年入夏以来最
高峰值，较去年夏季最高用
电负荷5069 . 7万千瓦仅有
些微差距。此前据国网山东
电力预测，今夏我省气温较
常年偏高，电力供需总体偏
紧，电力负荷将维持高位运
行态势，最高用电负荷预计
将达到5500万千瓦，如果出
现连续高温天气，有可能出
现用电缺口。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宋磊） 13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可口可乐520计划”山东省启动
仪式在章丘举行。该计划将为女性
创业搭建平台。

“可口可乐520计划”是可口可
乐公司在全球推动的可持续发展项
目中妇女扶助计划的一部分，该计

划将在2020年前帮助全球500万名
妇女提高家庭收入。其中，预计到
2020年，在中国将有50万名女性参
加到该计划中来。此前，经过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与可口可乐公司商
定，已选定云南、广西、福建、天津、
江苏、山东6个省区市为首批试点省
份。

山东省妇联副主席玄祖香说，
今年山东首批试点城市是济南和
聊城，该计划将分4次为1000名有
创业梦想的女性提供营销培训讲
座，其中20人将获得每年2万元无
息循环小额贷款。

山东中粮可口可乐总经理郑坚
表示，今后，有创业梦想的女性不论

城乡户籍，均将可以向当地县（区）
级妇联提出申请，接受免费零售业
基础知识和经营技巧培训。通过培
训的女性，可向省妇联提出申请，审
核通过后将获得由“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可口可乐520计划”提供的小
额贷款，作为创业资金，并由项目组
提供全程专业指导和跟进。

“可口可乐520计划”助女性创业
山东电力

举行防汛演练

本报济南 6月 1 7日讯
（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高立联 葛绪磊 刘丽君）

6月15日，正值国家电网
公司“安全日”，国网山东电
力在临沂市沂水县跋山水
库举行2013年电力抢险防
汛演习，模拟了山东南部暴
雨造成临沂多条线路跳闸、
部分用户停电的险情，电力
组织紧急抢修的全过程。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宋磊）“现在去办理发货，手续比
以前简化多了，可以随到随办，很
方便。”16日，山东太阳纸业物流运
输主管苏国庆对记者说。对于长期
与铁路货运打交道的他来说，铁路
货运改革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6月15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正
式开启货运改革，铁路部门简化了
货运手续，为广大客户提供了5种
货运受理渠道：登录12306网站办
理、拨打12306客服电话、拨打货运

站受理电话、到货运营业场所办理
和联系铁路营销人员上门服务。

苏国庆告诉记者，铁路货运改
革之前，他们每次都要提前一个月
到铁路部门进行月度计划、请求车
计划的申报，还要联系货物的受理
和装车。“办理一次往往需要往返好
几次，牵扯太多的精力，太繁琐了，
办起来麻烦得要命。”如今，铁路货
运改革简化了程序，对客户取消了
货运计划申报、请求车和承认车等
繁杂的手续。苏国庆说，“现在发货，

可以随到随办，比以前方便多了。”
苏国庆说，他感觉货运改革之

后，变化最大的是收费更加透明和
公开。“这次改革，铁路部门清理规
范了货运收费，设立并公布门到门
运输服务收费的项目，对门到门运
输的收费项目实行一口价收费，运
输过程产生的费用都统一到一张
货票里，费用更加透明。”

“以前我们公司与铁路上合作
方式都是站到站运输，我们开车把
货物送到站上，货物到了我们客户

所在站后，我们的客户还要自己开
车去拉货。”苏国庆说，铁路部门实
行门到门运输服务后，“和铁路部门
签订协议后，我们的货物可以直接
交给铁路部门，货物从我们公司仓
库让铁路部门代理，一条龙送到我
们客户的仓库。这不仅方便了公司，
也方便了我们的客户。”

济南铁路局相关负责人称，目
前，济铁也有一趟济南至北京的动
车组检查确认车，但还没有利用它
来做高铁快递这项业务。

如今去铁路发货“随到随办”
货主：最大变化是收费更加透明公开

苏宁举办

胎教音乐会

2013年6月16日，苏宁
红孩子在儿童艺术剧院举
行胎教音乐会，活动现场，
苏宁红孩子为孕妈妈准备
了精美大礼包，另外还有抽
奖活动。据了解，苏宁红孩
子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多个
城市举办活动，将近5000位
孕妇参与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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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个城市联网设想

2013年3月，住建部曾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个人住房
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通知》(下称

《通知》)，要求地方做好个人住房
信息系统联网工作。至于联网城
市的扩围数量目标，住建部并未
以部委的名义下发文件对其进行
明确量化。

住建部从2010年开始推行全
国房地产信息联网系统，目前已
经成型的住建部“全国房地产信
息联网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即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保障性住
房信息系统和住房公积金监管系
统。住建部在2012年6月如期完成
了40个主要城市的联网目标之
后，联网的扩围工作却在一定程
度上陷入了停滞状态。

一直以来，外界获悉住房信
息联网工作的进展状况就十分不
顺利，即便是最初的40个城市联
网状态，也是逾期8个月以后。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住建部副部
长齐骥才公开表示，在今年6月底
完成500个城市的住房信息联网
工作。

住房信息联网是房产税全面
扩围的基础，而建立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有助于推动全国房产
的住房信息联网。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
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用3至5年时间
完成《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其
中要求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2014年6月底前出台不动
产登记条例。

扩围工作困难重重

在联网工作扩围之初，住建
部部长姜伟新就曾表示，住房信
息联网系统有相当难度，但要努
力把它建立起来。

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就阻碍着

住房信息联网工作的
推进。我国在房改之
后就再也没有进行
过房产普查，除了商
品住房以外，各地还
存在大量的其他房产，可能未
录入住房信息系统，包括名目
繁多的保障房、房改房、自建房
等。有些地区的住房信息还是
纸质档案，未录入电子信息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研究员马庆斌认为，地方政府
推动这项工作的积极性和住宅
产权归属问题，是住房信息联
网扩围工作面临的主要问
题。

在马庆斌看来，没
有理顺的利益关系是
影响地方政府积极性
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
国家利益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
没有理顺，对地方政府来讲，个人
住房信息系统联网平台的设立除
了消耗巨大的资金、人力之外，并
没有明确的短期利益。另外一方
面是在保障登记系统建立中，公
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没
有理顺：这个系统的信息公开到
什么程度？谁可以查？以什么目的
来查？谁又来监督？在这些问题理
顺之前，主体的积极性很难提高。

此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
康(微博)也曾表示：“房产信息联
网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些
部门和地方顾及相关利益，存在
故意控制的冲动，配套改革就要
冲破这种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专家认为，应对房产税征收
范围进行细化，也就是说，房产税
的征收无论是按家庭房产总数计
算，还是按人均面积测算，都需要
家庭房产数量的详细数据作为依
托。

联网工作的完成，不仅是推
动房产税扩围的基础，2012年年
初，姜伟新曾指出，如果全国住房
信息联网系统建立起来，就不必
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
办法。 据《证券日报》

按照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
知，房屋登记、林地登记、草原登
记、土地登记的职责整合应于
2013年4月底前完成，但记者从负
责部门中编办获悉，直至目前，这
一工作仍在协调当中。

另据通知要求，由国土资源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
院法制办、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
部门负责，需在2014年6月底前出台
不动产登记条例，实施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国土资源部目前正在组
织条例的起草工作，但各部门联合
起草小组尚未组建，留给各相关部
门起草、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到正
式出台的时间只有1年。

中国现行不动产登记分属不
同管理机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负责房屋所有权登记；国土资
源部门负责集体土地所有权、国
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农业
部门负责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
登记；林业部门负责林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的登记；渔业部门负责
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的登记。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种登记模
式弊端凸显。早在2007年物权法
出台前的起草过程中，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便呼声甚高，但由于
各主管部门之间意见难以协调，
立法者为减少阻力、尽快通过《物
权法》，只原则性规定“国家对不
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而将不
动产统一登记等具体难题交由至
今缺位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早在2004年，国土资源部相
关机构就已经开展了不动产登记
立法研究。而物权法自立法筹备
到正式出台，历时13年和八次审
议。参与专家认为，13年都没有解
决的不动产统一登记难题，要在
接下来一年时间内解决，绝非易
事。 据《财经国家周刊》

格延伸阅读

不动产统一登记酝酿9年难产

按照住建部的最初预想，在完成全国40个城市住

房信息联网工程后，今年6月底前将实现500个城市住

房信息联网。而今，6月份只剩下9个工作日，但住房信

息联网工作的进展情况依旧不明朗。

全国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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