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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郝鹏近日表示，要坚持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加快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

形成国资监管一盘棋，坚定不移搞好

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他是在国资委近日在北京召开的

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座谈会上做出上

述表示的。

郝鹏表示， 近年来我国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国资监管机构已

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有资产监管得到切实加强，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2013年至2018年， 国资监管系统

企业资产总额从85.4万亿元增长到

180.7万亿元，营业收入从42万亿元增

长到55.4万亿元， 利润总额从2.2万亿

元增长到3.4万亿元，年均增速分别达

16.2%、5.7%、9.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日

前，由广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广东省特

种设备行业协会主办，江泰保险经纪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下称“江泰

保险经纪广分”）

协办的“电梯安全管

理大型公益培训讲座”在广州举办，来

自广东省物业管理协会的会员企业

共300余人参加。

会上， 广东省电梯责任保险统保

示范项目应急及事故防控中心主任、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特种设备

风险部经理李久国介绍了本次广东省

电梯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的设计和

原理。据悉，本次示范项目由江泰经纪

公司参与设计， 牵头组建保险共保体

全面推动。 江泰经纪公司站在投保人

立场，创新设计了“一方投保、多方受

益”、“先赔后追”、“无过错责任”、“快

付、垫付、预付”等多项制度，最大程度

地保障了乘梯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 自该示范项目从

2014年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有效处

理了600余起电梯保险事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日前，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第二季度

广州市中介促成二手住宅交易”报告显

示，二季度，广州市

（含增城 、从化 ，下

同）

二手住宅交易市场中介促成的新增

放盘面积与网签面积分别为152.61万平

方米、149.71万平方米。 业内人士表示，

因“330新政”满两年以及房贷利率下调

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二季度广州市中介

促成的二手住宅网签面积环比增长逾

四成。

各区网签面积环比回升

报告显示，二季度广州市二手住宅

交易市场中介促成的新增放盘面积与

网签面积分别为 152.61万平方米 、

149.71万平方米， 环比分别增长55.84%

和 47.80% ， 同比分别降低 37.79%和

43.78%。 全市中介促成的二手住宅共成

交15,577宗，占市场总体成交的49.97%，

环比增长1.8个百分点。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有关人士

表示，二季度广州市中介促成的二手住

宅市场放盘量和网签量环比都有所攀

升

（也超过

2018

年第四季度水平）

，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小阳春”

传统销售旺季带动市场走强； 其次，

“330”新政满两年，市场上可供选择的

房源数量以及符合购房资格的买家都

有所增加；其三，部分中小型金融机构

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置业者的购房成本，利好购房需求。

数据显示，总体来看，外围区域网

签面积的环比增幅

（

50.53%

）

较中心城

区

（

43.07%

）

要高。 中心城区方面，黄埔

区网签面积环比增幅超过1倍； 其余行

政区网签面积环比增幅在三成到五成

之间。 外围区域方面，各行政区网签面

积的环比增幅在四成半到六成之间。

“卖一买一”需求增长

二季度网签面积区间占比方面，

60~90 平方米和 120~144 平方米面积区

间占比， 环比分别增长 0.95 和 0.79 个

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330 新政” 满两

年后， 市场上“卖一买一” 的需求有

所增加； 60 平方米以下面积区间占比，

环比减少 1.87 个百分点； 90~120 平方

米和 144 平方米及以上面积区间占比，

环比基本持平。 受信贷环境相对宽松

影响， 二季度广州市中介促成的二手

住宅成交的按揭占比， 环比增加 2.21

个百分点至 78.84%。

中心城区十大活跃板块方面， 开

创大道板块成“黑马”， 网签宗数环比

增长近 1 倍， 板块内的中海誉城、 万

科东荟城和万科金色梦想等楼盘较受

青睐； 同德围-罗冲围板块位列第二，

网签宗数环比增长 57%； 同和板块位

列第三， 网签宗数环比增长 49%； 黄

埔区府板块位列第四， 网签宗数环比

增长 36%； 东晓南板块位列第五位，

网签宗数环比增长 28%； 客村-赤岗板

块表现也较为稳健， 网签宗数环比约

增长 20%。 此外， 天河区的天河北、

东圃、 珠江新城和天河公园等 4 个板

块交投依旧活跃， 网签宗数环比分别

增长 16%、 24%、 12%和 8%。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国资委 29日发

布的消息显示， 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

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深

圳“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和沈

阳国资国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专

项工作（

“综改试验”）

已正式启动。

作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

新举措，开展“综改试验”对于鼓励基层

创新、全面推动国资国企改革“1+N”政

策在试验区落实落地，增强国资国企改

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点带面

推动全国国资国企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到 2022 年，“综改试验区” 要努力打造

成为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国资监管科学

高效、国企活力充分激发、创新驱动不

断增强、全面落实国家战略的国资国企

改革高地。

据了解，上海“综改试验”突出完善

国资管理体制、开展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体制改革、 激发员工内生动力等着力

点，重点推进深化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

统一监管， 扩大员工持股试点范围，探

索科技成果分享机制，拓宽外部董事来

源渠道等领域改革，推动形成国资国企

综合改革合力。

深圳“综改试验”以提高国有资本

效率、增强国企活力为中心，以建立符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

着力推进“一类一策”优化国资监管，探

索运用限制性股票、 超额利润分享、中

长期业绩奖金等多种方式建立长效激

励约束机制，创新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

股改革，健全企业科技创新投入视同利

润考核机制。

沈阳专项改革围绕落实全面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目标要求，积

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提

升国有经济活力、 控制力和抗风险能

力，坚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全面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充分激发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活力。

“综改试验”期间，将允许驻三地的

中央企业及其他地区国有企业根据综

合改革需要，参照执行有关政策，真正

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

最大限度发挥改革合力，推动国资国企

改革取得实效。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

二季度广州二手住宅网签环比增四成

国资国企“综改试验”启动

沪深沈三地率先发力

国资委：

加快构建国资

监管大格局

广东省电梯安全管理

公益培训讲座举行

二季度中心城区

二手住宅成交

十大活跃板块

环比

增幅（

%

）

近100

57

49

36

28

24

20

16

12

8

板块

名称

开创大道

同德围-罗冲围

同和

黄埔区府

东晓南

东圃

客村-赤岗

天河北

珠江新城

天河公园

信息时报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世界卫生

组织近日发布报告，确认“电子烟有害”。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19

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 中指出：“毫无

疑问，电子烟有害，应当加以管理。”世

卫组织控烟官员潘洁兰表示：“没有证

据表明电子烟可以帮助人们戒烟，也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子烟生产销售

厂商能够向其当局提供足够的证据证

明电子烟可以帮助戒烟。另外，禁止对

电子烟进行虚假宣传， 监管规范电子

烟的营销宣传非常重要。 ”

世界卫生组织

认定电子烟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