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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条政策含“金”量高

长期以来，大量农村人员进城务工，为城市建
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并没有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
的权利和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
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历程，但也积累了不少突出
矛盾和问题，2 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常住人口
还没有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市民
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财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
关。”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因此，必须创新思
维、创新机制，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
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财政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政策体系。这是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
重要抓手和牵引动力。

据悉，《通知》坚持以人为本，将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城镇化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通知》提出的
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0条具体政策措施，不是
几项财政补助政策的简单叠加，而是财政政策的系
统重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支持体系，涵盖了
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
域，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支出结构的重大调
整。10条政策“含金量”高，有利于确保市民化和
公共服务全覆盖等政策落地生根

强化发达地区责任

使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
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

务，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关键所在。对
此，《通知》明确提出，要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
施居住证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完善政策，筹措资
金，优先将持有居住证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范围，做到公共服务提供随人走，为人的自由流动
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经济发达地区将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
担负更大的责任。“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发达地区的
重要人力资源，其市民化过程对扩大消费需求、增
加基础设施投资、消化房地产库存、创造税收具有
重要作用，也是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
重大举措。从实际情况看，经济发达地区财政状况
相对较好，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设
施相对完备，也具备更多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责任的能力和条件。”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通知》要求，人口流入地政府尤其是东部发达
地区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体责任，
合理安排预算，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将财政支
出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主要依靠自有
财力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就业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改变城镇化过程中

“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不会采取“一刀切”

据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促进流入
地政府经济社会发展，但要在短期内使得大量农业
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成本较高，财政压力很大。
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通
知》 提出，中央和省级财政要通过建立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奖励机制，适当分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成本。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这是引导地方政府推
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逐
步市民化、确保到 2020年使 1亿左右已进城农业转
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重大举
措，也是财政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创新。

按照 《通知》 要求，中央财政专门设置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
城落户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情况分配奖励资
金，并适当考虑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城市规模等因
素，向吸纳跨省 （区、市） 流动转移人口较多地区
和中西部中小城镇倾斜。省级政府也要参照中央做
法，建立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统筹
安排中央和本级奖励资金，引导市县农业转移人口
就近市民化。

据悉，新政不会对农民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
切”，不会要求进城落户农民放弃在农村的相关权
益。“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自主定居权利，依法
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
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通知》提出，地方政府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
农民转让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为进城落户条件；要通
过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逐步建立进城落户
农民在农村的相关权益退出机制，积极引导和优先支
持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相关权益，但现阶
段要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要多渠道筹集
资金，支持进城落户农民在城镇居住、投资、创业，促
进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相关权益的实现和维护。

支撑一线城市房价变化的条件
已经发生了变化，加上房地产本身
的周期性调整，已经涨到天上去的
京沪的房价还能坚持多久？

无论谁来评判中国的房地产市
场，必须把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分
开来谈，因为不同城市的市场分化
非常大，因为资源的独特性，土地
的稀缺性、购买力的强大，导致一
线城市房价有强大的支撑。

但笔者有不同看法，种种迹象
表明，一线城市房价的调整就在不
远的将来。且让我们来看看，那些
支撑一线城市房价的条件发生了什
么变化？

首 先 是 人 口 流 入 的 城 市 化 红
利。这是过去支撑一线城市房价的
最刚性需求部分，北京和上海前些年
每年增加的大量流入人口，虽然加重
了大城市病，但却为房地产提供了巨
大需求，成为房价上涨的动力。

而这两年来，这样的局面发生
了变化。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一
线城市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推
进人口疏解工作。就北京统计数据
显示，2015 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
比 2014 年末增加 19 万人，但增幅下
降，与 2014 年相比少增加 18 万人。短
短几年，一线城市外来人口增速大大
放缓，这无异于釜底抽薪，使需求量
从根本上减少。

其次，房价本身也已“曲高和
寡”，地价再高也难变现。近几年众
多开发商因为三四线城市滞销，纷
纷杀入一线城市抢夺土地，导致地价飙涨、地王遍地。为了消
化高昂的地价成本，京沪众多楼盘出现了豪宅化，但因为价
格动辄几千万，这些楼盘大多一年卖不了几套。

那么，是什么在支撑楼盘销售呢？7月初，首开华润城
开盘卖了 358 套，销售额达 30 亿元。这里大多数客户是卖
了自己的老房子加点钱买新房，800 万到 1000 万的总价太
高，如果不是换房腾挪的资金，销售量根本不可能达到这
个数字。这就是北京房地产市场尴尬的现状。之所以还有
人说涨，是因为今年一线城市还在大量出地王，地价还在
飙升，似乎没有上限。

地王多了，并不意味着高端客户也随之增长。据详细
统计，过去几年间，北京已经出让了 59块楼面地价超过 3万
元的地块，总价是1920亿元。而这些地王目前真正转化为
房价销售的，不过才200亿左右。楼盘长期滞销，开发商资
金链紧张，必然会采取措施来回笼资金，这就是房价调整
的契机。

再次，我们按照租金比来算一下。根据中国指数研究
院的详细统计，京沪深的一套100平方米住宅的年租金，回
报率都低于 2%，而国际的水平，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东南
亚，都在3%到5%之间。从投资角度来说，买一套房子要五
六十年才能出租回本。

最后，过去房价上涨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上，而目前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步入“新常态”，今年
支撑市场的投资性资金在预期到市场的变化后，自己也会
调整进入观望阶段。

因为政策和市场的原因，中国的房地产本身会出现三
年左右的周期性调整。在经历了2015年的市场转热和2016
年的市场透支后，未来两年，即便房地产政策放松，市场
自己也会调整。疯狂上涨之后必是疲态尽显，到那时，已
经涨到天上去的京沪的房价还能坚持多久？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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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隋炀帝墓与萧后墓在扬州西湖曹庄被发
现，引起全国轰动，两座墓葬中共清理出萧后冠等珍
贵文物 400 余件套。当时萧后冠仍在修复中，萧后冠
仅用展板介绍的方式替代。

目前萧后冠的修复工作进入尾声，仿制版的萧后冠
也即将完工，有望于9月15日前后在扬州博物馆展出。

出土

萧后冠饰件严重劣化，清理困难

隋炀帝墓和萧后墓一共清理出墓志、玉器、铜
器、陶器、漆器等珍贵文物 400 余件套，其中隋炀帝
墓志、蹀躞金玉带、鎏金铜铺首、玉璋以及编钟编磬
等文物非常罕见。萧后冠的出土同样引人关注。

据专家介绍，由于墓葬填土的机械性挤压，冠饰
出土时已经倾斜、坍塌，进而造成变形、移位。不仅
如此，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介绍，“由于
扬州的酸性土壤并不适合金属质文物的保存，萧后冠的
所有饰件几乎都严重劣化而变得脆弱，保存状况极差。”

萧后冠饰出土时，丝织品部分已腐烂。后冠上的
所有花柄残断，绝大多数花托破碎，所有花蕊严重风
化，额托、博鬓及表面装饰材料均遭严重腐蚀和粉
化，而且一些饰件间有粘连现象，给实验室清理与出
土文物保护带来极大困难。

修复

构件之复杂、工艺之精美远超想象

萧后冠的保护修复难度很大，扬州文物部门特意
委托给陕西专家来做。萧后冠保护项目始于 2014年 5
月，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清理于2014年11月启动。萧后
冠修复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尾声。

此前专家通过X光片探测，萧后冠饰轮廓清晰显
现。专家还在冠饰上发现了 4件金属材质的发钗，这
些发现都为三维模拟复原奠定了基础。

束家平介绍，目前已经从萧后冠中出土大小铜钗
12 件、铜香炉 1 个、铜灯 1 个、额托 1 个、博鬓 2 个、
花朵若干以及其他残片，饰件有水滴形、荷花形等多
种造型。铜钗、额托、博鬓、花朵等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清
理出来的文物，应该是冠的构件。研究表明，萧后冠的制
作工艺包括锤揲、掐丝、镶嵌、珠化、鎏金、抛光、錾刻等，
构件复杂程度、工艺精美程度远超想象。

发现

铜钗中发现棉花，系南方首次出土

2013 年，在萧后的墓室中清理出 8 件钗。萧后冠
被送至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进行实验室考古清理
后，又发现4件钗，这与史书关于隋代皇后佩戴12件
钗的记载相吻合。

后发现的 4 件钗，钗首和钗脚中空，透过 X 光可
以看到两部分通过两根管状物连接。经提取分析，它
应该为木销。为了让钗首和钗脚插得更加严密，当时
的工匠在木销上包裹了棉花。“铜钗断裂处露出疑似棉
花的填充物，经显微镜观察及红外光谱分析即是棉
花。”束家平介绍，此前新疆发现的汉代、隋唐等墓葬
中，也曾发现过棉花，“萧后冠饰内发现棉花，系南方
地区的隋唐墓葬中第一次发现棉花。”

文物工作者用镊子将这些棉花轻轻向外拉拽，还
略感吃力。棉花和木销为何能保存1300多年呢？束家
平分析，这也与铜钗密封的严密性有关。

对于棉花的品种和产地，束家平说，因出土的棉
花太少，这项工作并不好开展。 （据《现代快报》）

隋炀帝萧后冠修复新发现

铜钗内藏着千年前棉花
臧晓松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为

社会所关注。日前，财政部有关负责

人就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

干财政政策明确提出，为确保到2020

年使1亿左右已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和

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中央

财政将专门设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奖励资金。

1亿农业转移人口将变城里人
本报记者 罗 兰

1亿农业转移人口将变城里人
本报记者 罗 兰

城镇欢迎您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举办“2016 夏季设计
展”，逾百件大学本科生的创意工业设计项目作品亮相展览。图
为学生们在展示楼梯清扫智能机器人。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今年以来，陕西省宁强县成立了羌绣公司和多家羌族刺绣
合作社，使许多农村留守妇女走上脱贫致富路。图为“绣娘”
们在一起交流各自的羌绣作品。 吴天文摄

陕西 “羌绣”开拓致富路

上海 大学生创意设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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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钗内发现了距今1300多年的棉花

X光显示萧后冠铜钗内还有木销X光显示萧后冠铜钗内还有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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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独峒村 10 多名农民画
家，通过工艺升级，让反映侗族风情的画作易于保存。图为一
名农民画家正在给画作着色。 朱柳融摄 （据中国新闻网）

广西 侗族风情“搬上”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