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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选粹

2021，大火箭有大看头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今年预计
发 射 超 1 0 次 ，多型长征火箭首次组合进
行发射，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将执行4到
5次发射任务，新型号预计一年半到两年
的时间完成研制……中国航天实现2021
开门红。
  记者近日走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来听火
箭专家讲解今年航天发射新看点。

  扫 描 二 维
码，了解今年航
天发射新看点

一亿像素下的元月中国

  一月份是珠
峰极其寒冷的时
候，顶峰终年积
雪，云雾缭绕，美
不胜收。
  还有恒山、
宏村……这是一
月的中国，卫星
慢直播，跨越山
海带你阅览，一
亿像素下的中国
之美。

“天空实验室”里怎么工作

  “中国天眼”身在洼地，但在科学家眼中，
它心系深空，是一座“天空实验室”。
  科学家是依靠什么在天地间“连线”，又
是如何驾驭这样庞大的射电望远镜服务于科
学实验呢？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天文学家上
过太空，但他们却是最了解宇宙的一群人，靠
的是什么？

  扫 描 二 维
码，了解“最了解
宇宙的人”

  扫 描 二 维
码，带你看卫星
慢直播

  快过年了，春节团圆的归意
日益浓厚，但受疫情影响，就地过
年可能成为这个春节假期许多人
将要面对的现实。不能与亲人团
聚过年，思念不尽相同，也难免会
有一些失落，但选择留下的理由
和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愿意拉
长思念，为了把疫情防控得更好。
有三首歌曲或许能表达这样的
心境。
　　第一首《爱我别走》。这一年，
大家都过得不容易，可以理解。不
过，鉴于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多
地呼吁就地过年。张伯礼院士不

久前也说，疫情防控仍需保持高
度警惕，春节期间尽量不要回家，
以免造成人员大规模流动。在这
个特殊的春节，对妻儿老小最大
的关爱是做好个人防护，防止返
乡途中感染并连累家人。平安才
是最好的团圆。与挤进归乡大潮
相比，就地过年无疑更安全。
　　第二首《暖暖》。无论工厂还
是写字楼，不管打工人还是生意
人，很多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安
心就地过年。这是每位留下的外
地人对疫情防控的贡献。那么，所
在城市应该回馈以温暖。比如，目

前一些城市菜价在上涨，鸡蛋价
格翻了一番。相关部门要及时回
应群众的关切，关心外地人的“粮
食和蔬菜”。同时，更要关心外地
人的“年味”。他们能不能吃上一
口家乡菜？能不能感受到都市的
年俗？能不能享受到便捷的公共
服务？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想深
一层、多做一步。
　　我们看到，不少城市做出了
榜样，为外地人送上春节大礼包。
礼包中既有真金白银的补贴，又
有手机流量、健康服务、免费的图
书馆体育馆，让外地人感受到一

座城市的温暖，像歌里唱的那样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期待
更多城市来“抄作业”。
　　第三首《难忘今宵》。过去一
年，全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风雨同舟，共同取得了傲人的成
就，同时更感受到国与家的紧密
联系。展望新年，我们的心愿更与
国家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奋斗
在天南海北的兄弟姐妹们，让我
们在农历新年钟声敲响时同唱一
句：“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
国好”！  （记者王井怀）
     新华社天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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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锦武、余贤红、姚子云

　　合同暗藏猫腻，变相兜售人防车位；设备以
次充好，日常管护令人担忧……近日，有网友
在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栏目反映相关乱象。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
房地产市场“高周转”开发模式驱动下，相关
企业为快速回笼资金，在人防车位的建设、管
理和使用上“打擦边球”，频频引发矛盾纠纷，
安全隐患不可小觑。
  相关专家建议，加强对人防车位的日常
监管，同时，加快从法律规范层面明确相关产
权归属与权责分配。

闹心的人防车位

　　人防车位指的是依人民防空法的要求，
在各小区人防空间设置的停车位。记者调查
发现，近年来，围绕人防车位的矛盾纠纷投诉
日益增多，并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隐瞒属性，变相买卖。中部地区某城市小
区一位业主介绍，2019年2月花8.9万元认购
了一个车位，近日实地查看才发现，买的居然
是人防车位。业主提供的相关协议注明，该地
下停车位的使用权年限与乙方所购买住宅的
土地使用年限相同，即70年。
  项目负责人介绍，共有100多户业主签
署类似协议。当地有关部门调查后认定，这一
条款违反人防部门下发的有关规定，属变相
出售人防车位行为，并约谈了项目建设单位，
责令其立即改正。
　　管理混乱，安全堪忧。人防车位作为人民
防空工程，安全卫生至关重要，然而，记者在
走访中发现，一些小区的人防车位，平时维护
管理混乱，容易出现安全隐患。
　　据群众反映，所在小区人防车位通风系
统质量堪忧，经常雾蒙蒙一片。“现在买一件
几百元的商品，售后服务都很不错，可是这
十万元买来的车位，售后却操碎了心。”一位
业主介绍说，去年有业主入住后，出差一周
回来，发现汽车座位上已长出霉斑，人防车
位的线路管网上也有密密麻麻的霉斑。有业
主质疑，人防工程启用时需要密闭，如此糟
糕的空气，怎么保障安全？
　　一名小区业主告诉记者，他所在小区建
于2009年，由于地下车库管理不善，多次出
现通风管、灯管掉落砸到车辆的情况。“长此
以往，砸伤人是迟早的事。”这名业主告诉记
者，人防部门接到投诉后调查发现，该地下车
库作为“人防工程”竟都未曾验收。
  人防部门调查人员表示，按照有关规定，
人防工程未验收，开发商不能办理房产证。“令
人诧异的是，不但房子在销售后办理了房产
证，地下车位也以无产权方式销售多年。”这名
调查人员说，因为属于未经验收的“人防工
程”，他们对这一地下车库反而没有监管权。
　　权属不明，收益争议。北京市盈科（南昌）

律师事务所张志余律师介绍，人防车位的收
益权到底是归开发商所有还是归全体业主所
有，各地法院判决结果并不一致。
  江西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例
中，认为全体业主享有相应权利；而在国内其
他地方的一些判决书中，有司法观点则认可
人防车位使用权、收益权归开发企业所有。
  与此同时，在争议处理中，由于缺乏组
织，一些业主在与开发企业或物业公司沟通
中常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当开发企业或物
业公司并非一家企业时，还可能遭遇“踢皮
球”行为，沟通较为乏力。

“高周转”下的副作用传导

　　记者调查发现，人防车位在使用和管
理中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议，除了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不明的客观原因之外，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开发中流行的

“高周转”模式的副作用传导。
　　所谓的“高周转”，是指在近年来房地产
利润持续走低，融资越来越难、债务逐步高企
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通过提高资金周转率
赢得利润。
  一位企业负责人以“捂盖子”打比方：假
如把负债项目比喻成缺少盖子的桶，10个桶
只有3个盖子，这个时候怎么能让游戏继续
进行？只有拼手速。
　　一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负责人介绍，
在“高周转”模式驱动下，一个项目的周期一
般只有3年至5年，大多数企业都希望压缩工
期、快速取得预售证，而这其中关键一环就是
快速完成地下建筑，包括建筑成本较高的地

下人防工程，由此导致一些工程在“快”的同
时埋下了质量隐忧。
  一些新建不久的小区地下人防区域之所
以发生“通风设备不通风”的怪事，关键原因
是成本控制。由于地下室排风除湿设备价格
较高、耗电量大，一个1000户左右的小区，一
年仅此一项的运营和维修成本就要二三十万
元，建设单位为了压缩成本，往往采购价格低
廉的设备做做样子。
　　同时，在现行政策下，由于人防车位不能
办理产权，加上人防车位在新建小区的地下
停车位占比中一般高达三分之一，业内也把
人防车位称之为“低效资产”。
  这也使得追求“高周转”的企业更倾向于

“打擦边球”，通过虚假宣传、只卖不租等方式，
尽可能多地销售人防车位而非向业主提供短
租选择，以便快速回笼资金，投资下一个项目。
　　在采访中，多个房地产项目的业主反映，
在购买车位时，企业都未明确告知自己买的
是人防车位，合同上也没有明确注释，而且小
区人防车位只卖不租，有的地下人防车位还
被成片装起地锁。
  “导致的一大怪现象就是，地上临时车位

‘车满为患’停车艰难，地下‘人防车库’空空
荡荡闲置待售。”多名业主反映说。

防止潜规则“野蛮生长”

　　为有效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提升人防车
位使用效能，多位业内人士和受访专家认为，
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及时地回应群众诉求，加
大对人防车位建、管、用中的乱象查处力度，
另一方面应尽快从法律规范层面，明确相关

产权归属与权责分配。
　　在采访中，有的开发企业坦言，当前市
场上“变相买卖”人防车位等行为司空见
惯，似乎已经成为“潜规则”。
  但记者了解到，早在2012年江西省
人防办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防空地
下室平时使用和维护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就已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
或者以长期出租使用权的名义变相买卖
防空地下室。《通知》同时要求，在目前国
家对防空地下室产权尚未明确的情况
下，防空地下室平时使用只允许短期租
赁，每次租赁合同期不得超过5年。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监管部门要加大
对市场违规现象的监管力度，防止有令不
行，防止自然规则“野蛮生长”。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基建处处长郑
刚说，人防车位属于战备空间，只有加强日
常管理，才能在紧急时刻发挥人防工程的作
用。同时，业主可以通过成立业委会等方式，
增强协商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加强监管的同时，要在法律规范层面
与时俱进、建章立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
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张志余介绍，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开发
商作为人防工程的建设者而认定开发商是
人防车位的初始投资者，但目前法律并没
有对投资者是否会随房屋售出而发生变化
以及变更条件等进行明确界定。建议在法
律规范层面，对这些关键问题予以明确，减
少司法判例不同给群众带来的困扰，降低
群众的维权成本。

房企用它回笼资金，业主因它操碎了心
人防车位乱象：虚假宣传、变相买卖、安全堪忧……

  扫描二维码，关注对
闹心人防车位的调查后续

“全民拍”追踪

中部某地一小区标识有“人防区域”的地下停车位上，杂物堆积，墙体斑驳不堪。      本报记者姚子云摄

“我在乌英苗寨这三年”

  扫 描 二 维
码，看全程记录
的乌英苗寨脱贫
之路

  1 5 万 张 照
片，15万个瞬间，
如果每张照片的
快 门 时 间 是 1 /
300秒，那么加
起 来 是 5 0 0
秒——— 把三年的
时 光 浓 缩 了 的
500秒，记录了
一个苗寨沧海桑
田的50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