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2013 . 10 . 24 星期四
编辑/段书强 组版/房超 27

A

菲总统再次声称不会致歉
马尼拉市打算道歉，但这代表不了菲政府

时隔3年未讨回公道
□综合《北京晚报》《新闻晚报》

菲律宾马尼拉流血人质事件
发生于2010年8月23日。当地时间
上午约9时30分，被革职的菲律宾
前国家警察罗兰多·门多萨强行登
上一辆属于香港康泰旅行社旅行
团的旅游巴士，挟持车上包括游
客、司机、导游、领队和摄影师，共
23名人质，要求菲律宾政府恢复他
的职务。绑匪先后释放了多名人
质。事件持续近10小时后，匪徒与
菲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爆发枪战。
救援行动多次暂停，后者进攻逾1
小时后，最终由狙击手击毙绑匪。
事件持续12小时后，以15名人质中
7名受伤、8名死亡，及匪徒死亡告
终。

菲律宾马尼拉人质事件发生

已超过3年，死者家属和伤者多番
奔波，仍未能讨回公道。今年8月22
日是香港马尼拉人质事件民事追
讨3年限期的最后一天。死者谢廷
骏的母亲及2名生还者易小玲和陈
国柱的委托律师，上诉香港高等法
院，启动追讨程序。

代表马尼拉人质事件死者家
属和生还者的律师当天来到香港
高等法院，控告菲律宾政府、前
马尼拉市长及菲律宾警察总长等
9个单位和人士，其中8人在菲律
宾政府调查报告中被指为事件负
责者。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黎
栋国表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已就
家属要求作出适当合理回应，但至
今仍未能得到菲律宾方面的完满
答复。

□综合新华社等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议会22
日说，马尼拉市政府将就2010年中
国香港人质事件正式道歉。菲总统
阿基诺三世23日则再次称，菲政府
不会就这一事件进行道歉或赔偿。

马尼拉欲修复关系

当地媒体援引马尼拉市议会
通过的决议说，就2010年8月23日
在马尼拉市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人
质事件，马尼拉市政府将诚挚地向
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受
害者家庭道歉。

决议说，虽然人质事件是在
马尼拉前任市长任期内发生的，
但这一事件发生在马尼拉市，马
尼拉市政府也投入人力物力参与
了失败的营救行动，因此由马尼
拉市长及市政府率先与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和解是理所
应当的。

决议还说，现任马尼拉市长、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非常重
视与中国香港保持良好关系，马
尼拉市政府也希望借此次正式道
歉的机会修复双方的紧张关系。

菲律宾媒体称，马尼拉流血人
质事件发生三年后，埃斯特拉达是
首位向人质受害者致歉的菲政府
官员。但是，菲律宾媒体同时指出，
这一表决案并未寻求菲律宾外交
部和总统府的批准，不能代表菲律
宾政府的观点。

香港会为马尼拉作安排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发言人
23日证实，已与当天下午从菲律宾
抵港的马尼拉市议会议员洪英钟
进行初步接触。

洪英钟作为马尼拉市长代表，
就菲律宾马尼拉市议会通过特别
决议案，为人质事件向中国人民、
特区政府及人质死者家属、伤者道
歉一事，要求约见香港特区政府保
安局官员。保安局将就此作出安
排。

总统再称不道歉不赔偿

在菲律宾马尼拉市政府决定
就2010年中国香港人质事件正式
道歉之后，菲总统阿基诺三世23日
再次称，菲政府不会就这一事件进
行道歉或赔偿。

阿基诺在当天举行的外国记
者招待会上称，根据菲律宾的文
化传统，人们只会为自己犯下的
错误道歉，而不会为别人的错误
致歉。在他看来，香港人质事件
是一名“事发当时很可能精神不
正常的个人”犯下的罪行，由他
代表菲律宾全国民众为“个人行
为”道歉是不合适的，同理菲律
宾政府也不会对这一事件中的受
害者进行赔偿。

2010年8月23日，一辆载有20
多名香港游客的大巴在马尼拉市
中心遭劫持。在菲警方当晚实施
的突击解救行动中，有8名香港
游客死亡，另有7人受伤。菲律宾
政府3年多来一直拒绝就此事进
行道歉。马尼拉市议会本月22日
说，马尼拉市政府将就这起事件
正式道歉。

□据《法制晚报》

对于菲律宾政府以及总统拒
绝道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
研究员马振岗接受记者采访时分
析称，首先，菲律宾国内政治比较
严肃，阿基诺可能考虑到国内的反
对，所以不愿意作出道歉行为。其

次，菲律宾政府的管理比较混乱，
总是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没有个结
果。上次射杀台湾渔民事件也是，
军方和政府相互推来推去，直到台
湾宣布制裁措施才作出道歉。

马振岗认为，菲律宾作为一个
国际社会成员，应该对国际成员负
责，要有一个国家的责任感。

回顾

分析

菲律宾政府为何不低头认错

京“自住型商品房”价低30%
北京市住建委推出京七条 表示“稳房价”决心坚定不移

□综合新华社等

针对房地产市场房价上涨预期
较为强烈、调控工作面临很大压力的
现状，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23日
表示，北京市“稳房价”的决心坚定不
移，在既定政策的执行上将进行全面
升级和强化，具体包括组建限购监督
委员会等7条措施。

23日，北京市住建、发展改革、规
划、国土、财政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中低价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
房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北京市今
后将加快发展自住型商品住房，通过
采取“限房价、竞地价”等方式供地，
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
住房，销售均价比同地段、同品质商
品住房低30%左右。今年年底前将完
成2万套供应，明年预计完成5万套。

价低30%，限制转让

据介绍，今年年初，北京在年度
房价控制目标中已提出“进一步降低
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的价格，逐
步将其纳入限价房序列管理”。此次
出台的意见重点要解决自住性、改善
性购房需求。预计明年5万套的自住
型商品住房的供应将占全部新增供
应的50%以上。

意见规定，自住型商品住房用
地，可以采取集中建设或者配建等多
种灵活方式，由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

“限房价、竞地价”等出让方式公开竞
得。今后，北京市国土、规划部门在编
制下一年度的土地供应计划时，会明
确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规模，并向社
会公布，地块将优先安排在交通便
捷、功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完备的
区域。同时，也鼓励有关单位将自有

用地用于开发建设自住型商品住房，
或将在途项目转化为自住型商品住
房。

按照自住型商品住房定位，意见
规定，符合限购政策在北京市具有购
房资格的家庭，均可购买自住型商品
住房，其中两类家庭可优先购买：一
是北京市户籍无房家庭(含夫妻双方
及未成年子女)，其中单身人士购买
的要年满25周岁；二是已在轮候经济
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家庭。购
房家庭只能购买一套自住型商品住
房，如将该住房出售，以后不能再购
买自住型商品住房。

为防止个别购房人利用转让自
住型住房获利，意见规定，自住型商
品住房购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
原则上5年内不得转让；购房人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5年以后转让的，如果
有增值，应当将差价的30%交纳土地
收益等价款。

非京籍符合条件也能买

“自住型商品住房”面向北京全
市符合限购条件的家庭。而根据目前
北京的限购规定，非京籍家庭持有有
效暂住证，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
缴纳社保或个税，可以购买一套住
房。这意味着，名下无房或仅有一套
住房的北京户籍家庭以及符合购房
条件且名下无房的非京籍家庭，都可
以购买“自住型商品房”。

业内人士表示，无论是京籍家庭
还是外地人申请购买“自住型商品
房”，首先要经过政府的购房资格审
核。由于该类住房价格明显偏低，因
此预计有购房意愿者会很多，这对于
目前北京的购房资格审核系统将是
一个考验。

□综合

京七条的出台引发市场广泛关
注。

观点1

不足以遏制房价
住建部政策研究室房地产处处长

赵路兴对媒体记者表示，目前自住型
商品住房的界定还相对模糊，提出此
概念仅是为了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
且政策的出台仅是针对北京地区的特
殊情况，对全国市场供求影响有限。

赵路兴表示，国家每年的土地供
应计划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供应量仍
然不足，京七条的出台让北京市民更
多得以享受限价房的福利，能够分流
一部分普通商品房的需求，但不足以
遏制房价。

观点2

必定冲击北京房价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

究所副所长杨红旭则分析，按照京七
条的要求，其准入门槛明显低于经适
房，且供应量巨大，因此必定会冲击
明年北京房价。

除京七条之外，据记者了解，近期
北京市还将叫停开发商“分拆合同”的
违规做法。按照开发商的策略，分拆合
同就是将精装楼盘预售价格与装修价
格分开，以毛坯房价格申报，过住建委
预售红线后，在实际销售中，与购房者
签订一份房屋销售合同和一份装修合
同，通过单算装修款的方式实现“曲线
涨价”。上述不愿具名的人士表示，如
今，北京的楼盘开盘动辄都是要上百
万元的装修费，才有后续的购买资格。

观点3

可能引起报复性反弹
尽管“京七条”加大自住型商品

住房的确可以满足一部分中低收入
家庭的居住问题，缓解房价过快上涨
的压力，但是，从操作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结果和影响。同
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

第一、政府信息应该公开化、透
明化，确实让普通老百姓享受到7万
套自住型商品房的实惠。

第二、因巨大预期收益，分配环
节能否执行严格，“关系户”现象是否
会发生，普通老百姓能否得到实惠值
得继续关注。

第三、自住型商品的加大供应有
可能导致市场化的商品房价格快速
上涨，引起市场更大的反弹。

住建部：京七条对全国影响有限

一是加强限购政策社会监督，组
建限购监督委员会，严厉打击骗购行
为。限购监督委员会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业内专家和购房代表等参加，
抽查限购资格审核情况。对弄虚作假
违规骗购的购房人列入黑名单，5年内
不准在京买房，对企业协助造假的，冻
结全部在京项目的手续办理，涉嫌犯
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二是严格资金监管，加强审查和
税收稽查。进一步强化预售资金监
管，对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利润率过
大的项目，将启动全额监管，重点审
查地价款来源和开发成本，并加强税
收征管和稽查。

三是强化价格引导，严查变相涨
价项目。对定价高涨幅大且不接受政
府引导的项目，将暂缓上市。

四是进一步严格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的执行。进一步强化购房人贷
款资格审核，严禁向不符合信贷政策
的借款人违规发放贷款。

五是切实增加供应，有效满足居
民刚性自住需求。通过“限房价、竞地
价”方式，加大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应
力度，满足中端需求和夹心层家庭需
求。今后年度这类住房用地在土地供
应计划中单列。

六是加强市场监管，部门联动，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七是加强市场信息公开，提高市
场信息透明度，防止误导误读。对恶
意制造和散播谣言、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的，严肃查处。

京七条：

严查变相涨价

9月份我国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较高。房价什么时候才能“稳”？这是一处在建商品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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