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警方近期成功侦破了一起涉及25个省区市的特大传销案件。截至目
前，警方共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4人，查扣涉案现金3.64亿元人民币。目前，
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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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8日从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获悉， 住建部要求地
方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加快推
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具有拖
欠工程款等情形的建筑市场
各方主体， 将被列入建筑市
场主体“黑名单”。

住建部日前印发《建筑
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将
存在下列情形的建筑市场各
方主体， 列入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利用虚假材料、以
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的；
发生转包、 出借资质， 受到
行政处罚的； 发生重大及以
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或1
年内累计发生2次及以上较
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或发

生性质恶劣、危害性严重、社
会影响大的较大工程质量安
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经
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
认定为拖欠工程款， 且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的。

《暂行办法》 自2018年1
月1日起施行。各级住建主管
部门对将列入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和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的建筑市场各方主
体，要在市场准入、资质资格
管理、 招标投标等方面依法
给予限制， 同时不得将列入
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的建
筑市场各方主体作为评优表
彰、 政策试点和项目扶持对
象。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
团队近日成功研制了蜂巢状纳米支
架， 据此制备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
电池具有优异的耐弯折性， 可广泛
应用于各类可穿戴器件。

柔性可穿戴电子是未来电子元
器件发展的热点方向， 电源是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电源对可穿戴
电子的户外使用性、 大面积贴合性
和安全性有较大限制。

该研究为研发新一代可穿戴电
子设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据新华社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18
日说，中国空军于当日出动轰炸机、
歼击机、侦察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
体系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
域训练，检验远洋实战能力。

申进科说， 这次远洋训练是中
国空军首次飞越对马海峡。 空军轰
-6K、苏-30等多型多架战机从部署
机场完成出动准备， 编队飞越对马
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域训练， 应对
了外国军机的干扰， 达成了既定训
练目的，提升了远洋机动能力。这是
中国空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例行性
安排，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

对马海峡属于非领海海峡，依
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国家
均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中国空
军飞越对马海峡赴日本海国际空
域远洋训练，合法、合理、合情。

■据新华社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2017年11月份70个大中
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 显示，11个热点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已跌回1年
前， 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涨
幅扩大。

房价同比下跌城市
增至11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1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跌回1年前。从同比涨幅
来看，继深圳、成都、上海、北
京、无锡、郑州、合肥、杭州、
南京、 福州等10个热点城市
房价在10月份出现下跌以
来， 天津在11月份也加入房
价同比下降的行列。

其中， 深圳新房价格以
3.2%的同比降幅连续3个月
领跌全国，福州、南京、成都和
无锡的同比跌幅也超过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刘建伟表示，从同比看，11
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已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一线
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继
续回落，二线城市房价则略有
反弹。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
连续14个月回落； 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
格同比涨幅均连续4个月回
落，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同比涨幅比上月略微扩大
0.1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价格
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

环比方面，11月份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价格仍在环比下降； 二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却有所反弹， 且整
体环比涨幅比上月有所扩
大。数据显示，与10月相比，

11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
城市有50个，与上个月持平；下
降的城市有10个，比上个月少4
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增幅
为乌鲁木齐的上涨1.9%， 最大
跌幅为福建泉州，下降0.4%。

2017年房价
走出了怎样的曲线？

2017年， 各地房地产调控
政策密集出台，效果明显。

今年前3月，虽然热点城市
房价持续回落， 但全国大中城
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 个别城
市房价涨势不减。1月份，合肥、
厦门、 南京和无锡仍以超过
30%的增幅领涨全国。

伴随着楼市“虚火”上升，调
控逐渐加码。从3月份开始到11
月底，全国累计有超过110个城
市， 发布楼市调控措施100多
次， 一二三线城市均有分布。其
中，限售以及提高非本地户籍购
房人的购房门槛为主要做法。截
至目前，杭州、青岛、石家庄和广
州等多个城市均提高了拟购房
外地人的缴纳社保年限。

今年3月至5月， 厦门、福
州、 青岛等20余城在楼市调控
政策中首推“限售”措施。随后，
限售向三四线城市拓展， 山东
东营、聊城，广西柳州等城市加
入限售行列。

密集调控的效果逐渐开
始显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4月份开始， 热点城市楼市
开始降温。5月份， 上海和北京
出现房价环比“零增长”，深圳
房价环比下跌；8月份，15个热
点城市房价环比全面止涨，其
中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更是
33个月以来首现房价集体停
涨。继深圳和成都房价8月率先
出现同比下跌以来，至11月份，
已有11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记者18日从最高人民法
院获悉，在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领域，人民法
院将努力推动家事审判与
少年审判工作协同发展，为
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障作
出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表示，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和婚姻家庭纠
纷案件密切相关，家事案件能
否得到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

“少年法庭经过30多年
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已
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工作体
系。 应当在家事审判改革中
发展少年审判经验， 突出少

年审判工作特色， 实现‘教
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
人和全面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的目标。”杜万华说。

他表示， 试点法院应选
拔任用熟悉婚姻家庭审判业
务，具有一定社会阅历，掌握
相应社会心理学知识， 热爱
家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担任家
事法官， 要保证家事审判有
足够的员额法官。同时，通过
引入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和向
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 充实
家事审判辅助人员。

据介绍， 目前家事审判
试点法院中独立建制的家事
审判庭超过50%， 少年家事
庭达到20%。 ■据新华社

11个热点城市新房价格跌回一年前
全国累计超过110个城市发布调控措施 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扩大

在严格调控之下，热点城市的投资投机性需求正逐渐
被挤出。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部分非热点二三线城市
房价涨幅仍在扩大。

数据显示，乌鲁木齐、湛江、西宁、桂林、昆明和呼和浩
特等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位居全国前列，环比涨幅均
超1%。

易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全国楼市仍在分化，
部分中西部城市房价上涨仍然较快。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至11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增长7.9%，销售额增长12.7%。其中，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
积仅增长3.2%，增速持续回落；中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长12.5%，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11.6%。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10月份开始， 开发
商为冲刺全年业绩，在二三线城市密集推盘。入市项目的
增加，提高了市场活跃度，使得二三线城市房价结束了连
续回落的态势，10月份以来环比涨幅再现反弹。

严跃进预计，随着调控不断加码以及二三线城市需求
的释放，多数城市房地产市场或将降温。

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央房住不炒理念的指导下，土地、
金融、财税等住房制度改革正加快推进，随着房地产长效
机制的完善布局，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据新华社

非热点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幅仍在扩大

分化

我国建“黑名单”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具有拖欠工程款等情形者将限制“入行”

最高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密切相关

我国科学家研制出
柔性可穿戴太阳能电池

中国空军首次飞越
对马海峡赴日本海训练

传销大案
涉现金3.6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