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州

新华社电 记者从陕西省卫
计委获悉， 陕西省日前出台 《陕
西省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机制实施方案》， 提出将建立11
个短缺药品储备基地， 2017年底
建立短缺药品信息收集和汇总分
析机制， 2020年实现药品供应保
障综合管理和短缺监测预警信息
资源的共享共用， 建立成熟稳定
的短缺药品实时监测预警和分级
应对体系。

根据 《实施方案 》，为完善短
缺药品储备， 陕西将在全省范围
内建立11个短缺药品储备基地 。
储备基地由大型配送企业遴选产
生，承担全省短缺药品、急抢救药
品和罕见病用药的储备工作。

此外， 陕西将在原有15家监

测点的基础上扩大监测范围， 增
加监测点。 省直省管医疗机构全
部纳入监测范围； 各设区市选择
1家城市公立医院、 2家县级综合
医院纳入监测范围等， 逐步形成
省、 市、 县三级以及药品生产、
流通、 使用三环节相互补充的短
缺药品信息监测网。

同时， 陕西还将加强对短缺
药品生产和配送企业的监测预
警 ， 强化药品及原材料市场监
管， 依法查处哄抬价格和垄断等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并建立失信
经营者黑名单制度， 对屡查屡犯
的短缺药品及原材药垄断案件相
关经营者， 依法制定禁止其从事
医药行业的措施； 严格执行药品
采购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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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考察调研 、 出席
会议、 公务接待等一般公务活动
全面禁酒 ； 非公务活动从严控
酒，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不得在
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午间饮用酒
水……这是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的 《广
州市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实施禁酒控酒工作的通
知》 中的内容。

通知要求， 一般公务活动全
面禁酒。 全市范围内开展的考察

调研、 出席会议、 公务接待、 执
行任务、 学习交流、 检查指导、
请示汇报等一般公务活动， 严禁
公款购买、 饮用任何酒水， 严禁
饮用任何单位提供和私人自带的
酒水， 严禁公款购送任何酒水。

通知提出， 非公务活动从严
控酒。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不得
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午间饮用
酒水； 组织或参加婚丧喜庆、 私
人聚会聚餐等非公务活动时， 不
得过量饮酒、 酗酒滋事。

一般公务接待全面禁酒

新华社电 杭州市建设系统
的一位科长十几年时间 “玩” 公
房变私房， 居然贪了１９套公房。
杭州市纪委近日发布消息称， 杭
州市拱墅区建设局房证管理科原
科长马伟荣， 贪占的１９套房子都
是由他管理的公房。

办案人员说， 当时的拱墅区
住建局国有资产底数不清， 管理
混乱 ， 一些公房的家底 、 出 租
和销售都是 “糊涂账 ” ， 攫取
公 房 对 于 马 伟 荣 而 言 ， 甚 至
只是签个名这么简单。 “填张房
卡就能确认房子的所有权， 谁出
租谁收益。”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大批城中
村改造， 许多公房被征地拆迁安
置。 马伟荣当时所在的科室就是
负责公房房卡承租人户名变更及
拆迁管理工作。 能够长期监守自
盗的马伟荣 ， 与其时任分管领
导———拱墅区建设局原副局长谭
招土 （另案处理） 互相包庇、 互

相照应。
２００２年， 马伟荣得知地处市

中心的米市巷二期拆迁项目中，
某房产公司在拆迁过程中拆除了
大量公有住房的公共面积没有补
偿， 于是便以拱墅区房管局的名
义与房产公司进行交涉。 “开发
商提出， 公家的补偿就算了， 给
我们个人分些房子， 我私心比较
重， 就答应下来了。” 最终， 马
伟荣获得了拆迁安置房三套， 谭
招土获得一套 。 三套房子到手
后， 马伟荣很快就转让给他人，
总计获利１０９万元。

经法院审理 查 明 ， １９９７年
至 ２００７年间 ， 由谭招土授意 、
马 伟 荣 经 办 ， 将 多 套 公 有 住
房 登 记到了谭招土的亲属及情
人名下。

２０１７年７月 ， 杭州市中级法
院作出二审判决， 马伟荣因犯贪
污罪、 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 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

将建11个短缺药品储备基地

推多项利好政策落实“租购同权”
新华社电 外地人租房即可

落户 、 子女可就 近 或 分 配 入
学 、 符合条件可在沈阳参加中
高考……作为全国住房租赁试点
城市之一， 沈阳市不断研究解决
承租人 “租购同权” 的问题。

２７日， 沈阳市发布的 《关于
在沈租赁住房居民享受公共服务
相关政策的通告》 明确提出， 在
沈阳租房且符合条件的外地人可
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务权利。

根据通告， 对于特定人群，
其本人、 配偶及未婚子女在申请
落户时可以将租赁住宅作为落户
地。 且凡在沈阳租赁住房的非本
市户籍家庭人员 （包含沈阳下辖
的辽中区、 新民市、 康平县、 法
库县）， 均可在符合相关规定的
条件下 ， 在基本保险 、 就业扶
持、 子女入学、 相关证件换领等
方面享受相关公共服务权利或与
沈阳市民同等的待遇。

一科长十几年时间贪了19套公房

“一个身份证就能借出几千
块” 的现金贷， 目前面临监管风
暴。 １１月２１日， 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 “特急通知”， 要求即日起一
律不得新批设网络 （互联网） 小
额贷款公司， 禁止新增批小额贷
款公司跨省 （区、 市） 开展小额
贷款业务。 这意味着， 监管层整
顿以现金贷为主要业务的互金市
场已箭在弦上。

借款千元钱１年滚成万
元债

根据２０１５年８月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 借贷双
方约定的利率如果超过年利率
３６％， 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 。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
超过年利率３６％部分的利息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然而， “新华视点” 记者调
查发现， 在非银机构发行的现金
贷类产品中， 费用高昂、 定价随
意、 罚息极高等问题普遍存在。
原本是普及大众、 惠及百姓的金
融服务， 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处
处是 “坑” 的金融陷阱。

记者在一个名为“现金白卡”
的现金贷ＡＰＰ里看到一款 “有品
钱包” 产品， 称１０００元的１４天借
款， 要提前收取利息和费用１５０
元， 到账金额８５０元， 到期还款
１０００元。计算下来，相当于年化利
率高达３９１％。 如果逾期的话，每
天还要额外支付逾期费２．５％。 就
是说，只要一年，１０００元的本金就
会滚成约１万元的债务。

星合资本董事长郭宇航认
为 ， 目前现金贷因存在息费不
清、 罚息过重等问题， 很容易沦
为 “掠夺性借贷”。 “掠夺性借
贷” 主要指利用欺诈、 误导等信
息不对称， 使借款人对借款条件
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接受贷款。

“一些现金贷用户通过多头
借贷， 一个月的负债很容易达到
三万到四万元。 如果找贷款中介
帮忙， 负债还可升至五万到六万
元， 给其个人和家庭造成了不小
的负担。” 郭宇航说。

骚扰、辱骂、送花圈，暴
力催收竟然成“核心竞争力”

“一个远方亲戚借现金贷逾
期了， 结果催收的电话、 短信一

直打给我和其他亲戚， 短信上各
种言语诅咒， 还说要送花圈之类
的， 实在令人气愤。” 上海市民
蔡英为此报警。

正如金融业内人士所言， 现
金贷的 “核心竞争力” 就是不择
手段的催收能力。 广州互联网金
融协会会长方颂认为， 大部分现
金贷公司在开展业务时， 并没有
将事先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而是
以催收为主。 “这种业务模式，
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进一
步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财务困境。”

———形同虚设的事前风控 。
“如果你的身份证丢了， 赶快去
挂失补办， 否则你可能莫名其妙
地背上一笔债务。” 深圳某银行
负责人透露， 从事现金贷的公司
通常采取批量审核， 一次就能审
几百个， 风控几乎没有。 “一个
身份证就能借出几千块。”

———不择手段地催收。 记者
体验多家现金贷平台发现， 进行
借款操作时， 不仅要让平台获取
通讯录权限， 还要输入手机运营
商的服务密码。 强制性授权获取
个人信息， 为的就是能够用各种
方式进行催收， 正如蔡英所遇到
的烦恼： 一人欠款全家 “连坐”。

———金融ＡＰＰ用户信息安全
堪忧。 记者采访得知，用户资料在
现金贷平台、中介之间进行倒卖早
就不是秘密，甚至还明码标价。

移动互联网系统与应用安全
国家工程实验室高级安全研究员
朱易翔指出 ， 在有关测试中发
现， 多个互联网金融ＡＰＰ安全问
题严重， 外部技术人员能够轻易

获得用户信息， 甚至可以轻易调
用客户资金。

监管升级势在必行， 第
一步堵住现金贷企业增量

互联网金融具有金融业和信
息业的双重特点， 其快速发展降
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 这意味着
监管升级势在必行。

首先要在源头上加强监管 。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
员会秘书长吴震表示， 技术监测
发现， 当前从事现金贷业务的平
台有２６９３家。 其中， 利用网站从
事现金贷业务平台最多， 数量为
１３６６家。 市场数据显示， 截至９
月底， 全国已获批２３７张网络小
贷牌照， 以及２２张尚在发起状态
的网络小贷牌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停止
批设网络小贷牌照， 是监管剑指
现金贷乱象的第一步， 很多规模
大的现金贷平台就是利用网络小
贷牌照在放贷。 也就是说首先要
堵住现金贷企业的增量， 下一步
整顿存量。

郭宇航建议， 在后续的治理
中， 由监管部门或者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牵头， 建立网贷行业第
三方数据共享平台， 以掌握共债
数据， 避免一些借贷人利用信息
不对称套取借贷， 不断积累行业
风险。 此外， 也要在创新业务和
传统金融间筑牢防火墙， 避免银
行、 信托等资金过度涌入， 进一
步激发行业的放贷冲动。

据新华社

警惕“黑中介”打“房东直租”旗号敛财
新华社电 “一手房源”“房东

直租” ……急于租房的武汉周女
士轻信了街头张贴的广告， 向中
介交了３个月房租和１个月押金。
但没住多久，房东就换掉了门锁。
周女士无家可归，又投诉无门，只
好报警。日前，武汉警方根据举报
打掉一家“黑中介”，并披露了“黑
中介”圈钱敛财的伎俩。

据武汉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
案民警介绍， 今年１１月以来，陆
续有群众向公安部门反映，“武汉
安逸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
签订合同、押一付三、提前一个月
支付房租等方式骗取众多租客租
金，涉案金额高达９０余万元。

民警追查发现，这家名为“安
逸客”的中介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６年，

注册资本５０万元。 主要嫌疑人张
某等４人在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中， 与房屋产权人签订租赁合同
承租其房屋， 再以甲方的身份对
外与租房人签订租房合同。

经过侦查， 办案民警摸清了
“安逸客” 的圈钱 “套路”： 先是
在网上寻找房源， 联系房东签订
出租合同。 房东为尽快将住房出
租 ， 一般会同意公司提出的要
求。 但是， 这份合同并没写明双
方违约的责任 ， 只是单方面注
明， “房东如提前解约， 需支付
５０００到１万元不等的违约金”。

揽下房源后，“安逸客” 在网
上大量发布招租信息， 在街上张贴
“一手房源”“房东直租”的小广告
招揽租客。租客要想租到房子，必

须按“付三押一”的方式，向中介支
付三个月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

但是， 中介将９０多万元的租
房款挥霍殆尽后，竟以“资金链断
裂” 等种种理由搪塞， 用 “打白
条”、编造谎言的手法截留租房钱
款，拒不向房主支付租房款，要求
房东走法律程序。 不少房东收不
到房租， 就将怒火转嫁到租户身
上，有的直接将租客赶走，扔掉他
们的行李，或将房门换锁。包括周
女士在内的很多租户明明交了房
租，却被当成“老赖”。

据办案民警介绍 ， “黑中
介” 为逃避法律制裁， 当有太多
人到法院起诉时， 公司惯用的伎
俩就是变更法定代表人， 或者干
脆直接注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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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还是陷阱？
揭秘现金贷“一个身份证就能借出几千块”背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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