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浙联合推出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便民措施

银行贷款倒手出借“赚”高额利差？法院判决：违法！
青岛力保16日前完成1100万人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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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因改革开放而生， 因
改革开放而兴。 回望40年， 这座
城市带给我们太多的激动、 温暖
与期待。 从４组重要数据， 我们
可以感受到 “创新之城” 与众不
同的城市气质和时代脉动。

6个90%： 创新密码是
企业， 改革激发 “生命力”

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
土企业、 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
立在企业、 90%以上的研发人员
集中在企业、 90%以上的研发资
金来源于企业、 90%以上的职务
发明专利出自企业、 90%以上的
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
头企业……

研究深圳的学者， 无不关注
这 一 独 特 的 创 新 现 象 ———6个
90% 。 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
位， 是这一现象的基本逻辑。

企业是创新之母， 企业创新
需要良好的环境。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这样解释
当初为何选择在深圳创业： 1987
年这里出台的文件明晰了民营企
业产权， 没有这个文件就不会创
建华为。

从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 “大
锅饭” 工资制度等诸多 “第一”，
到近期的企业 “秒批 ” 系统上
线， 深圳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
一直在路上。

一位深圳上市公司负责人

说，深圳“营商环境令企业觉得舒
适，政府就像空气，平时没感觉到
存在，需要的时候又无处不在”。

制度改革 “营养” 浇灌的肥
沃土壤， 不断长出 “春笋企业”。
腾讯、 中兴、 迈瑞、 大疆……如
今， 一批科技巨子已从深圳走向
世界。 众多企业此起彼伏推出新
技术、 新产品， 形成 “百万雄师
过大江” 的竞争创新局面， 不断
显现创新 “规模效应”。

4.9%研发投入占比 ：
解决 “卡脖子”， 必须坚持
再坚持

“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达4.9%左右， 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 在全球率先实现5G
独立组网全覆盖， 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广
东省省长马兴瑞近期在国新办发
布会上表示。

研发投入比重， 是重要的科
技实力、 潜力评价标尺， 如今深
圳已与以色列相当。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曾几
何时 ， 深圳企业多以 “三来一
补” 为主。

1991年， 李西廷和同事成立
迈瑞医疗 ， 资金紧张 、 人员不
足， 一开始主要代理医疗器械贸
易。 如果继续做风险低、 来钱快
的医疗器械代理， 迈瑞也能 “过
得很滋润 ”； 但没有核心技术 ，

可能被 “卡脖子”。
李西廷下定决心搞自主研

发。 “科技企业必须自主创新，
不能看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李
西廷说。

如今， 迈瑞已走过近30年的
自主研发之路， 监护、 除颤、 麻
醉、 超声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
居全球前六、 中国前三。 2020年
上半年财报显示， 迈瑞研发费用
9.03亿元， 同比增长28.07%， 研
发费用占总营收比重约为8.55%。

“愿 你 继 续 创 业 创 新 100
年！” 一位媒体人近期对深圳的
期待， 引起不少网友共鸣。

1206个公园 ： 推窗见
绿美如画，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截至目前， 深圳已建成各类
公园1206个， 提前完成 “千园之
城” 建设目标。

不少市民开玩笑， 不到2000
平方公里的深圳 ， 已分不清是
“城市建了很多公园” 还是 “公
园里建了座城市”。

中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美好环
境得益于产业创新、 制度创新 。
高附加值、 绿色、 低能耗的绿色
经济体系， 严厉 “红线”、 严格
考核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使深
圳 “生态红利” 持续释放。

今年44岁的加里来自美国洛

杉矶， 深圳开放、 包容的城市气
质和舒适的自然环境， 让他决定
定居这里。 2009年， 他专门编写
了一本导游手册， 介绍深圳的公
园。 “深圳在保持自然环境和美
丽绿化的同时， 发展速度和建设
成果令人惊叹。” 他说。

山海连城， 是深圳的最新生
态规划 “施工图”。

楼影入水、 蜿蜒清澈的大沙
河犹如 “城市项链” 穿越城区，
一路奔流入海。 其中一段河道是
深圳赛艇和龙舟运动的热门水
域， 在这里荡起双桨， 仿佛瞬间
逃离了城市的喧嚣。 难以想象，
全长13.7公里的大沙河5年前还
是让人避之不及的 “臭水河”。

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周保民表示， 南山计划建设
一条15公里的绿道， 串联大沙河
和大小南山 ， 形成一个贯穿全
区、 拥有山河湖海景观的长约50
公里的运动路径。

208万志愿者： 激活社
会治理 “能量”

“来了就是深圳人” 后面还
有一句话： “来了就做志愿者。”

从不到20人的 “小鲜肉” 发
展到208万人的 “大块头”， 随处
可见的 “红马甲” 们， 为这座城
市烙下 “志愿者之城” 印记。 这
里 ， 不仅有快速发展的深圳速
度、 科技创新的深圳高度， 还有

文明蔚然成风的深圳温度。
1989年， 一条由19名爱心人

士轮流接听的“为您服务”热线电
话，成为“志愿者之城”的萌芽，年
轻的来深“弄潮儿”在这片陌生的
土地上有了寻求帮助的途径。

“电话白天是深圳团市委权
益部的办公电话， 晚上就是我们
的服务热线。” 当时参与电话热
线服务工作的巫景钦回忆说， 一
些企业员工遇到困难时无处申
诉， 由深圳团市委权益部牵头，
巫景钦与其他18位青年组成了第
一批志愿者队伍。

2011年， 深圳举行的第26届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带动大量社
会力量加入志愿者队伍。 大运会
时成立并保留下来的志愿服务U
站， 此后成为深圳志愿服务的重
要载体。

深圳积极发挥志愿服务在参
与社会治理、 推动可持续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 值守治水U站、 沿
河巡查排污、 监测水质预警……
这是志愿者河长石兰涛的一天。
在深圳， 像石兰涛这样的志愿者
河长有702名， 在他们的引领下，
参与治水工作的 “河小二” 志愿
者超过10万名。

“深圳志愿服务已经不限于
基础性的公共服务， ‘志愿者之
城’ 建设最终指向社会共识的凝
聚，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最广泛传播和普及。” 共青团深
圳市委书记方琳说。 据新华社

４组数据折射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

10月14日， 王秀丽 （右） 在上海市徐汇漕河泾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公安综合窗口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当日， 原籍浙江湖州的王秀丽
在上海市徐汇漕河泾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安综合窗口， 仅用了3
分钟就完成了户口迁移落户手续， 成为享受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浙江省
公安厅共同推出的沪浙 “跨省市户口网上迁移” 便民措施的第一人。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在道路上正常行
驶， 却遭遇专业团伙故意制造交
通事故敲诈勒索？ 针对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 “碰瓷” 现象， 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办
理 “碰瓷” 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
意见》， 全面加强对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在14日公安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 公安部法制局局长孙茂
利介绍， 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针
对 “碰瓷” 手法多样的情况， 进
一步明确案件的定性和处罚， 统
一了司法标准和尺度， 理顺了案
件办理流程， 有利于公检法机关
衔接配合， 准确适用法律， 规范
案件办理， 确保快速处理案件，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指导意见明确 ， 实施 “碰
瓷”，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
取赔偿， 符合刑法有关规定的，
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捏造人身、
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 虚构
民事纠纷， 提起民事诉讼， 符合
刑法有关规定的， 以虚假诉讼罪
定罪处罚。

根据指导意见， “碰瓷” 团
伙若有撕扯、 推搡等轻微暴力
行为 ， 或者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进而利用被害人违反道路通行
规定等相要挟的， 符合刑法有
关 规 定 的 ， 以 敲 诈 勒 索 罪 定
罪处罚。

三人以上为共同故意实施
“碰瓷” 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
的犯罪组织， 应当认定为犯罪集
团。 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的，

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 恶势
力或者恶势力犯罪集团侦查、 起
诉、 审判。

“‘碰瓷’ 违法犯罪行为危
害后果严重， 败坏社会风气， 且
易滋生黑恶势力。 通过制定专门
的 指 导 意 见 ， 震 慑 和 严 惩 此
类 违 法犯罪活动 ， 有利于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秩
序 ， 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
孙茂利说。

据悉， 下一步， 各级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将加
强协作配合， 对 “碰瓷” 违法犯
罪行为予以快速处理 、 准确定
性、 依法严惩， 依法及时开展调
查处置 、 批捕 、 起诉 、 审判工
作， 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遭遇“碰瓷”怎么办？两高一部最新指导意见为你撑腰

新华社电 如果你先从银行
贷款， 再转手以更高的利率借给
他人， 从中赚取高额利差， 这样
的 “买卖” 合法吗？ 近日， 厦门
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作
出判决。

2016年3月， 民营企业主钟
某林以个人住房装修为由向银行
贷款190万元 ， 年利率为6.09%。
两天后， 他将上述190万元出借
给钟某成， 用于某商业项目， 约
定月利率为 2% ， 借款期限为 1
年。 借款到期后， 因钟某成未归
还借款本金， 钟某林遂向法院提
起诉讼。 胜诉后， 他又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 2018年2月， 钟某
林已全部归还银行借款190万元，
并向银行支付利息22万余元。 但

同时， 他与钟某成的案件尚未执
行完毕。

2018年10月， 钟某成向公安
机关报案， 被告人钟某林主动投
案。 钟某林如实交代了事情经过
并和钟某成签署了执行和解协
议： 钟某林同意将钟某成已经支
付的利息抵扣本金， 并放弃了未
支付的利息及延迟履行金 。 经
查， 钟某林出借190万元共收到
利息45.1万元， 非法获利22万余
元。 在案件审理期间， 钟某林已
将违法所得上缴。

海沧法院审理后认为， 钟某
林的行为构成高利转贷罪， 虽然
在钟某成报案后， 钟某林将收取
的利息抵扣本金， 但这不能改变
其获取利息差的性质。 考虑其在

借款合同期限内已全部归还本金
和利息， 未造成金融机构损失，
未实际获得额外利益， 自愿认罪
认罚， 可从宽处理。 法院最终判
决钟某林罪名成立但免于刑事处
罚， 退缴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法官提醒， 根据刑法规定，
高利转贷罪是以转贷牟利为目
的，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
利转贷他人，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
的行为。 违法所得是指借款人高
利转贷所得利息与其向金融机构
支付贷款利息之差。 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 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
达到10万元， 或两年内因高利转
贷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高利
转贷的， 构成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

新华社电 记者从14日举行
的青岛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 青岛市力保16日前
完成覆盖全市1100万人的全员核
酸检测。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
万胜介绍 ， 山东省统筹安排淄
博、 烟台、 潍坊、 威海、 日照与
青岛5个区开展对口协作， 接收
核酸样本进行检测 ； 增派7支 、
210人的核酸检测队伍， 携带28
套核酸检测设备和5.6万份试剂
支援青岛； 从山东省其他地市组
织了1000余人的核酸采样队支援
样本采集工作。

“此外， 国家卫生健康委通
过绿色通道紧急调配新冠肺炎康
复者恢复期血浆共9000毫升， 用
于青岛市重症患者的治疗。” 陈
万胜说。

青岛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华
强说， 由于全员核酸检测任务量
非常大 ， 这次检测工作采用了
“10合1混采检测技术”。 这项技
术国家有相关规范和要求， 在进
行大范围、 大面积筛查时可以采
用， 其最大优势是提高效率。

陈万胜表示， 下一步， 青岛
市将继续加大力度， 有序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