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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交楼：多部门出台专门措施 多地因城施策

“失去的卫星”理论解释土星两大谜团

目前， 各地楼盘停工原因较
为复杂。 除设立房地产专项纾困
基金之外，多地还通过成立专班、
返还土地款、 优化预售资金监管
等措施，督促停工楼盘续建。

在苏州， 停工项目所在区域
的街道办事处与区级职能部门联
合成立工作组入驻项目现场， 督
促项目尽早复工， 监督项目工程
质量， 落实 “一楼一策一专班”。
在重庆， 有关部门成立房地产问
题项目风险化解处置小组， 安排
专班跟进项目建设进度， 并对项
目账户资金封闭管理。

“每个楼盘不一样， 具体情
况实际上非常复杂 ， 建议各地
‘一楼一策’ 差别化处理。” 易居
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认为， 当务
之急是在短期内快速给市场与企
业注入流动性， 问题项目要全力
盘活， 首先仍需启动资金。

曹舟南认为， 部分房企虽然
现金流出现问题， 但资产仍在，
并非资不抵债。 地方政府可以通
过纾困基金回购土地， 相当于政
府再次收储 ， 房企获得 “救命
钱”， 达到双赢的效果。

一家房企负责人说， 房企虽

然面临流动性压力， 但是手里依
旧有大量资产， 建议监管部门鼓
励银行开放有抵押融资， 缓解房
企资金困境和行业交付难题。

有关部门表示， 将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
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稳妥实施房地产长
效机制， 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和政
策工具箱，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持
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营
造守法诚信、 风清气正的市场环
境， 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
循环和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土星是太阳系第二大行
星 ， 它以相对于轨道平面成
26.7度的倾斜角度自转， 主要
由水冰小颗粒组成的土星环是
它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长久以
来， 科学界对土星自转轴倾角
和土星环的成因未有定论。 美
国 《科学》 杂志近日发表的一
项建模研究认为， 土星自转轴
倾角和土星环的形成可能与一
颗1亿多年前被摧毁的卫星有
关。

“卡西尼”探测数据带
来新进展

如同旋转中的陀螺一样 ，
土星的自转轴会随时间推移发
生周期性运动， 这种现象称为
旋进。 由于土星旋进速率与海
王星几乎相同， 天文学家此前
认为， 土星自转轴倾角是它与
海王星发生引力关联的结果，
又称轨道共振。

美国航天局 “卡西尼” 探
测器环绕土星运转10多年间的
观测数据， 使科学界的看法发
生转变。 科学家发现， 土星最
大的卫星土卫六正以比此前预
计更快的速度远离土星。 科学
家根据土卫六向外迁移的速度
及其引力推测， 土卫六可能是
导致土星自转轴倾斜并保持与

海王星共振的原因。
这个解释能否成立， 一个

关键因素是土星的转动惯量，
而计算转动惯量需要知道土星
内部的质量分布。

在最新研究中， 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等机构参与团队利用
“卡西尼” 探测器对土星周围
引力场的精确观测数据， 模拟
了土星内部的质量分布。 结果
令研究人员惊讶， 土星的转动
惯量表明它接近与海王星共振
的状态， 但恰好稍差了一点。
这意味着两颗行星可能一度处
于轨道共振状态， 但目前土星
已摆脱与海王星的共振。

寻找使土星摆脱共振
的原因

研究团队检验描述土星旋
进规律的方程后发现， 如果从
土星曾拥有的全部卫星中去掉
一颗， 便可解释土星目前的状
态。 研究团队认为， 如今拥有
83颗卫星的土星曾至少拥有一
颗多出的卫星， 他们将这颗卫
星命名为 “蝶蛹”。

研究团队通过模拟得出
“蝶蛹” 的一些基本属性。 它
与土星第三大卫星土卫八大小
相当， 曾与 “兄弟姐妹” 一起
环绕土星运转数十亿年。 它对
土星的引力使土星保持一定自

转轴倾角， 并与海王星形成轨
道共振。

研究人员推测， 距今2亿
年 到 1亿 年 间 的 某 个 阶 段 ，
“蝶蛹” 进入一个混乱的轨道
区。 经历数次与土卫八和土卫
六的近距离相遇后， 它在与土
星 “擦身而过” 时被巨大的引
力撕成碎片。 失去这颗卫星使
土星脱离与海王星的共振， 并
形成目前的自转轴倾角。 “蝶
蛹” 的大部分残片可能已撞向
土星， 少部分碎片可能仍悬浮
在轨道上 ， 最终分解成小冰
块， 形成了标志性的土星环。

研究人员表示，“失去的卫
星” 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土星自
转轴倾角的形成， 还与对土星
环年龄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此
前有研究显示， 与形成于45亿
年前的土星相比， 土星环的历
史相对短暂， 它形成于约1000
万年至1亿年前。

就像 “破茧成蝶” 一样 ，
“这颗卫星休眠了很长时间 ，
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然后 （土
星的） 环出现了。” 麻省理工
学院行星科学教授、 研究论文
主要作者杰克·威斯德姆说 。
威斯德姆强调， 就像任何其他
理论假说一样 ， “失去的卫
星” 理论还须由其他研究人员
进行检验。 据新华社

9月21日7时15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 成功将云海一号03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
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云海一号03星

新华社电 德国柏林轨道交
通展20日开幕 。 这是该展会自
2018年以来时隔4年再次举办 。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等
中国企业亮相今年的展会。

在今年展会上， 中国中车展
出了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
高速智能动车组、 氢能源技术等
最新科技成果。 中车大连机车
车辆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天童介
绍， 智慧、 绿色、 一体化的列车
技术是此次展出的重点， 希望能
为用户提供低碳排放的解决方

案。
土耳其国家铁路公司工程师

埃萨特·卡拉杜曼说， 他们公司
同多家中国企业建立了合作， 对
来自中国的铁路运输设备十分满
意。 卡拉杜曼说： “来自中国的
产品是十分重要的， 有些公司我
们已经合作十年了。”

柏林轨道交通展每两年举办
一次， 是该行业全球规模领先的
展会。 2020年该展会因新冠疫情
取消。 今年的展会定于9月20日
至9月23日举行。

中国企业亮相2022柏林轨道交通展

近期， 住建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等有
关部门出台专门措施， 以政策性银行专项借
款的方式， 支持有需要的城市推进已售逾期
难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目前专项工作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 多地政府因城施
策， 推动 “保交楼、 稳民生”， 部分停工项
目开始复工。

多地设立纾困基金推动复工复产

有关部门强调， “保交楼、
稳民生” 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坚持法治化、 市场
化原则 ， 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
任， 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 切
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近日， 郑州市房地产纾困基
金设立运作方案对外发布， 该基
金规模暂定为100亿元， 纾困项
目限定为未来销售收入能够覆盖
项目投资的存量房地产项目， 明
确了纾困项目的四种开发模式，
即棚改统贷统还、 收并购、 破产
重组和保租房模式。

在武汉， 中国建设银行拟以
湖北省为试点， 设立 300亿元的
纾困基金 ， 用于收购问题项目
并改建为公租房。 南宁市成立平
稳房地产基金 ， 首期规模30亿
元。

值得关注的是， 除地方政府
外， 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加速入
场。 继中国华融与阳光集团签署
纾困重组协议后， 中南控股与江
苏资产8月10日宣布合作纾困 。
根据协议， 江苏资产或其指定主
体与中南控股或其指定主体共同
设立规模20亿元、 存续期3年的
基金， 用于中南控股及关联方投
资的项目合作， 包括存量债务重
组、 现有项目续建等。

此外， 长城资产披露， 上半
年已与12家房企开展多轮对接，
对意向纾困项目资产深入研判 ，
部分项目已成功落地或批复出
资； 信达资产首单纾困项目也于
7月成功落地。

在各地政府、 金融机构及房
企合力推进之下， 目前已有多个
停工楼盘传出复工消息。

需综合分类施策

目前， 不少停工项目通过金
融机构接管、 债权人收购、 拍卖
债权、 合作方托管等方式盘活 ，
实现了保交楼。

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
告显示， 恒大集团陆续与光大信
托、 五矿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签
署协议， 将部分城市项目剥离给
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则向项目公
司注入资金以保障项目后续开发
建设。 债权人中信集团收购了佳
兆业在深圳市的4个项目、 总货
值约500亿元。 无锡市翠竹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阿里拍卖平台
转让债权， 以期尽快引入投资人
续建。

业内人士认为 ， 从实践来
看 ， “金融机构接管+委托共

建” 模式促进了问题项目的有序
出清。 以信达资产纾困房企的首
个成功落地项目———广州南沙
“悦伴湾” 为例， 该项目由信达
折价收购项目债权， 深圳华建提
供增量资金借款， 信达地产进场
操盘代建， 对项目实行资金全封
闭管理。

在广东广州、 云南昆明、 江
苏江阴等地， 金融机构也通过引
入共建商来盘活停工项目。 广州
百筑公司的百晟广场是广州市中
院裁定的首例重整项目， 因资金
链断裂被法院查封。 在广州市中
院的调停下， 各债权人就项目债
务及偿还方式达成一致， 引入重
启资金， 由蓝绿双城作为资产管
理方负责开发续建和市场重新定

位， 以实现有品质的交付， 保障
了各债权人的权益。

有关部门表示， 房地产企业
作为保交楼的责任主体， 积极处
置资产、 多方筹措资金， 努力完
成保交楼任务。 地方政府为了防
范房地产企业风险外溢， 切实承
担 “保交楼、 稳民生” 的属地责
任， 帮助企业做好保交楼工作。
目前，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各地
保交楼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但仍
然存在资金压力。

蓝绿双城控股集团董事长曹
舟南表示， 绝大多数纾困项目
需要启动资金 ， 蓝绿双城已经
联合金融机构成立了一期18亿元
的纾困专项基金 ， 用于复工复
产。

多项目试水“金融机构接管+委托共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