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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首次面向村居干部招考镇街干部

凭实绩选才 “村官”也成
“香饽饽”
本报讯 （黄瑚 叶斯斯）
近日，瓯海区通过“考绩选荐、
差额考录”的方式，录用了 11
名镇街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
入镇街干部队伍，进一步激发村
居工作人员的干事热情和村居干
部队伍活力。
据悉，此次面向村居干部推
出的招考岗位，要求须具有 1 年

以上社区专兼职工作经历，以此
提高村居干部的社区意识。和以
往不同的是，此次选才改变了单
一考试的方式，真正将选人用人
的权力交予基层。选荐首次将工
作实绩作为筛选的重要条件，各
镇街根据实际制定具体“选才”
方法，如建立千分制考核办法、
重点项目+日常配合+创新工作

考核等；通过实绩的互看互比形
式进行初步筛选，再对符合条件
的村居干部进行综合排名。
最后，由镇街根据排名研究
选荐人选名单，择优选出 52 名
优秀村居干部参加考试。在进入
考察阶段后，则更加突出比拼每
个人的工作实绩，并全面加大考
察分数比重，其比重占总成绩

50% 。 在 这 次 11 名 录 取 对 象
中，村居党支部书记占到了
72%，体现了从基层选才，用基
层眼光挑选出“千里马”的用人
导向。
“这次事业单位考录首次专
门面向专兼职社区干部，对社区
工作者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也是一种机遇。
”已经顺利入围体

检的景山街道景山社区书记赵锡
力告诉记者：
“这也有利于社区留
住青年人才，促进社区干部队伍
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建设。”
瓯
海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招聘的村居干部，虽然录用
手续还未办理，但各镇街已纷纷
来要人了，大家都对这些具有乡
土味的干部表示十分欢迎。

前四月房贷破 800 亿后楼市风转
“国五条”掀起
“心理海啸”
渐消退

买房卖房两不躁 老屋不如新房俏
截至 4 月末
月末，
，房贷余额 808
808..7 亿元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59 亿元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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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 0.8%，
同比下降 3.7%
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下降 6.1%
张毅/制图
本报记者 李尖 通讯员 张建军
市民金先生，最近可以缓
口气了 ，由于房子差价较大 ，
“国五条”刚出台的时候，他担
心需要负担 20%的个税，急着
找中介卖房。可是，一个多月
后，这套房子没卖掉，而细则也
迟迟没有落地。加上杭州、宁
波等我省其他城市的细则的
“ 杀伤力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大，让他吃了“定心丸”。金先
生表示，近期如果卖不掉这套
房子，就打算先出租，等政策细
则明朗之后再作打算。
5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3 年 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
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继 3 月
份温州房价领跌全国后，4 月温
州房价继续下行，阴霾难去，在
70 个大中城市中，温州二手住
宅价格成为唯一下降的城

市，环比下跌 0.8%，同比下降
3.7%，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
下降 6.1%。业内人士表示，由
于“国五条”地方细则没有及时
出台，加之后市新房集中上市，
使买卖双方趋于理性，观望氛
围渐浓。

一季度成交火爆
助推房贷猛增
受“国五条”影响，房屋销
售迎来高峰。据统计，温州一
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达 65.2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555.9%。
特别是二手房反响强烈，共销
售 3411 套、37.3 万平方米、交易
金 额 4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2.9% 、87.6% 和 102.5% ，创 成
交量的新纪录。
楼市成交的火爆，也反映
在温州银监局公布的贷款数据

上。截至 2013 年 4 月末，全市
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为
808.7 亿元，首次突破 800 亿元，
比 年 初 增 加 59 亿 元 ，增 长
7.9%，高于全市贷款增速 5.85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贷
款余额 137.9 亿元，比年初减少
0.61 亿元；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663.7 亿 元（新 建 房 贷 款 余 额
413 亿元，再交易房贷款余额
227 亿元、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余
额 23.6 亿元），占全部房地产贷
款余额的 82.07%，比年初增加
53.3 亿元，而去年同期则减少
5.59 亿元，按照全市常住人口
达 915 万人统计，人均购房贷
款为 7254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951 元。
市场人士认为，一季度房
地产贷款的加速增长，一方面
来自于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
回暖 ，另一方面则是受“ 国五

条”楼市调控政策所影响，一些
购房者赶在月底前完成房贷手
续，令一些贷款需求得以在 3、4
月份集中释放。

二季度交易回落
观望氛围渐浓
“4 月的成交量是 3 月的一
半，而 5 月的成交量又比 4 月的
少了不少。”21 世纪不动产温州
区域分部副总经理叶柏峰表
示，跟 3 月份的“门庭若市”相
比，最近顾客上门量明显减少
了，房东卖房的热情也开始下
降。
“ 就目前情况来看，差不多
回到国五条出台之前的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因为温州
尚未明确如何执行“国五条细
则”，许多人还是想等具体政策
落地之后再看看。从“国五条”
在国内其他城市的落地情况来

看，大多“雷声大雨点小”。进
入 4 月份，大家的心态反而不
再像原先那样急躁了。
目前买卖双方站在各自立
场，对后市作出的判断截然不
同。一方面，卖方对后市普遍
看涨，加之卖房的迫切感逐渐
减弱，于是在价格上寸金必争，
不肯轻易让步；另一方面，买方
的购房计划也开始变得不那么
着急了，而是期待着政策进一
步发挥效应 ，继续调控房价 。
因此在房屋交易价格的预期上
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二手市
场降温明显。

购房者“喜新厌旧”
新房市场发力
二手房交易不畅，买卖双
方无法在市场上各取所需，于
是开始寻求另辟蹊径的办法。
从新政出台后不久，二手房交
易向新房市场转移的趋势就逐
渐显现，开发商也意识到了这
一点，4、5 月份出现了新盘集中
上市的小高潮。
来自市场的信息显示，温
州市区 5 月份将有 7 个新盘计
划开盘。其中包括瓯海的中梁
公馆 1 号、国际华府、京都府二
期；龙湾的万科珑庭、凤凰城；
以及鹿城的时代滨江、红日香
舍里等项目。
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
究员向洋分析：一手房拥有贷
款便利、户型产品优质等优势，
购房者将拥有更多选择，与此
同时，之前透支的交易量大概
需要 2-3 个月来消化，
预计二季
度市场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大榕树下征民意
日前，在市区五马街道纱帽河休闲广场，该街道党
代表在大榕树下摆开桌子，在此广泛征集民意，倾听群
众心声，
并为他们答疑解惑。
刘伟 吴蕙芳 摄

牛皮进口超全省三分之一
我市将开检皮张炭疽杆菌
本报讯 （记者 章映 通讯员 王素华） 记者昨从检
验检疫部门获悉，我市检验检疫部门将开始对牛皮等皮
张进口进行炭疽杆菌检测。
经过详细的调研和分析，检验检疫部门确定采用细
菌培养法开展炭疽杆菌的初筛工作。在风险分析的基础
上，
进口量较小和初次进口的一些原产地国的牛皮，
将按
报检批实施批批检测；
进口量较大，
皮张品质较好的一些
原产地国的牛皮，
则将按同一时间进口的、同一原产地国
的不同报检批，
做混合样检测。
牛皮是我市进口商品的一个大类。据检验检疫部门
初步统计，今年前 4 个月，温州地区共进口盐湿牛皮 876
批次，51297.5 吨，货值 1 亿 1189.6 万美元；与去年同期对
比，进口批次、数重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 113.14%、79%
和 97%，
而且进口量超过全省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
炭疽杆菌一向是进境皮张的必检项目。炭疽杆菌能
引起羊、牛、马等动物及人类的炭疽病，
一旦由牲畜摄入，
孢子便开始在动物体内大量复制，
最后造成死亡，
随后于
尸体中仍能继续繁殖，
而当细菌将宿主养分用尽，
又将重
回睡眠态的孢子。
检验检疫部门介绍，目前皮张炭疽杆菌检测的标准
有 3 种：细菌培养初筛法、Ascoli 血清学检测方法和分子
生物学 PCR 检测方法。

新闻漫画大赛
参赛作品选登
本报自新闻漫画大赛开赛已
50 多天，截至 5 月 23 日，已经收到
漫画作品 300 多幅，其中几位特别
积极的选手每天都发来 2 至 4 幅不
等，在此特选其中几幅予以刊登，
欢
迎漫画爱好者继续来稿。参赛作品
请 通 过 漫 画 大 赛 专 用 QQ 邮 箱 ：
2597141530@qq.com 投稿。
——编者
《镇宅》 湖南一副局长受贿百万元现金，
在别墅里藏炮弹壳以
镇宅助运。
刘道伟 漫画

《何方神圣》 某些抗战题材电视剧拍得太离谱，
英雄人物都
有神仙般功夫。
芦泰斌 漫画

《全家冲刺》 随着
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刻即
将临近，绷紧神经的不
仅是那些迎考的高三学
生，更有他们的家人，
尽
管现如今的高考已不仅
仅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
一途径，但人们对高考
仍然抱有很多的期许，
高考这个词依然牵动了
千千万万个家庭。
赵天奇 漫画

《天水费》 5 月 18
日，有网友在江西微博
中爆料，称吉安市泰和
县某村收取农民种地的
“ 天 水 费 ”，从 2007 年
起，每亩责任田每年收
17 元。随后，泰和县水
利局一位彭姓局长对此
回 应 称 ，所 谓 的“ 天 水
费”应该是水库灌溉农
田的水费，且本着谁受
益谁交费的原则收
取。
王成喜 漫画

《新世纪飞车》

黄文龙 漫画

《陪而不审如泥塑》 人民陪审员被百姓
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然而在现实中，某些
陪审员在庭审中常常是一言不发，好像审判
台上的“泥塑”。据调查，2011 年，云南陪审
员人均陪审 9.5 次，在开庭过程中有时发言和
一般不发言的陪审员人数所占的比例超过
70%，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同意法官的
看法”
。
王铎 漫画

《这个除外》 南京市今年取消了市直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的公费医疗，使其医疗“福利”与
普通市民拉平，引来舆论的一片叫好。但赞声
未酣却骂声四起，因为这项改革还遗留了一个
“副厅级以上除外”
的尾巴。 罗再武 漫画

《悬崖边上的拙劣表演》 从以“内阁总理大
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到以“侵略”定义没
有定论之说妄图否认日本侵略史，再到“修改和平
宪法不需要向邻国解释”，种种言行表明，安倍首
相正在把日本引向危险的悬崖。
杨良义 漫画

《真作假时假亦真》 艺术品市场风生水起，艺
术品拍卖市场李鬼横行，现在艺术品市场已经演变
成“赚钱”市场，离传统的收藏时代越来越远。真
品、赝品火热非凡。造假队伍茁壮成长，就连一些
“专家”也难以幸免，纷纷“下海”，只因“铜板”
的魅力难以抵挡。
潘铸秋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