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超 王淑娟

“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
的承诺，很可能是一场骗局。57岁的北
京冯女士现在面临失去一套房子的危
险，令她陷入困境的，是打着以房养老旗
号的理财骗局。

10月30日，北京的冯女士收到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
她或将背上超过560万元的债务，或将
失去一套房子。

2019年3月，冯女士在北京利合济
民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了房产理财项目。
实际交易路径是：冯女士与高某签订一
份560万元的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
1.5%，由利合济民代为支付给高某；公
司将冯女士的自有住房抵押给高某。

冯女士收到560万元后立即转账
给利合济民董事长何宁个人账户，再与
利合济民签订理财合同。利合济民的
业务员宣称，冯女士可享有以房养老的
收益，担保年化收益率为4.5%，即每月
2.1万元。

冯女士收到几个月的理财收益后，
利合济民资金链断裂。2019年9月，利
合济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
调查，何宁等人被逮捕。高某到仲裁机
构主张对冯女士房产的权利。仲裁机构
没有看到高某与利合济民的理财合同，
认为这是冯女士与高某的个人借贷纠
纷，支持了高某。

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多地发生。记者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广东、河
南、河北等省份均有涉以房养老理财骗
局案件。

以房养老理财骗局的基本套路是：
忽悠老人将房子抵押换钱，投进所谓以
房养老项目，宣称每月能拿数万元养老
金。老人将房产处置权交给公司，最初
每月能收到高额回报，但没过多久，公司
失联、老板跑路，老人“钱房两空”。

为什么这样的套路能屡屡得手？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司打着国家

政策的旗号迷惑老年人。记者拿到的一
份利合济民宣传单上写着“响应国家号
召，实现以房养老、以房养家的终极目
的”。中安民生向老人们兜售所谓以房养
老产品，也是打着国家政策鼓励的旗号，
宣称“以房养老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

有的公司拉大旗作虎皮，以权威机

构名义蒙骗老人。例如自称与民政部、
全国老龄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等机构合作，就是中安民生吸引老年人
投资的一块招牌。该公司还开设了大型
实体门店，号称是和官方机构合作共建
的养老服务大厅，声称有国家基金托底，
营造业务合规的假象。

这类公司不仅以高额利息为诱导，
还以免费旅游、免费“名师”上课、答谢会
等名义诱骗老人参加。

设计圈套诱骗老人签格式合同，是
这类骗局的最险恶之处。这些公司往往
不会明确告知老人是通过抵押房产借款
进行理财，而是用“每月领取养老金”等
说辞进行忽悠，使老人深信“房屋抵押只
是走形式”。

业内专家介绍，真正的以房养老又
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拥有房
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
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但继续拥有房屋
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
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
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
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
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2014年7月，原保监会正式开展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8年7
月，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不过，保
险版以房养老的推行却市场遇冷。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志杰表
示，对一些收益特别高、看不懂、不清楚
钱给谁用、交钱变成合伙人的投资项目，
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上当受骗
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做
到及时止损，绝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专家建议，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要
加强协同治理，形成监管合力，加大对以
房养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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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11 月 2 日电 （记
者 白田田 周勉）11月2日，湖南省
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由“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
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关，其中晚稻品
种为第三代杂交水稻。

在今年疫情和灾情的多重冲击下，
这样的测产结果来之不易，具有很高的

“含金量”。测产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谢华安说：“看到一大片稻子长得
这么整齐、这么诱人，大家都在称赞，也
为袁隆平团队的创新成果感到骄傲。”

2日上午，位于清竹村的第三代杂
交水稻“叁优一号”试验示范基地，绵绵
阴雨没有挡住人们收获的热情。3个地
块同时开始机械收割，来自全国各地的
10多位院士、专家在现场参与了测产。

经测产专家组评定，晚稻品种“叁
优一号”亩产为911.7公斤。在此之
前，同一基地种植的早稻品种亩产为

619.06公斤。这意味着双季亩产达到
1530.76公斤，实现了“1500公斤高产
攻关”的目标。

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
心，90岁的袁隆平院士与测产现场进行
了5G视频连线。袁隆平说：“3000斤意
味着离‘禾下乘凉梦’更近了一步。”

据了解，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被

袁隆平看作是突破亩产“天花板”的关
键。专家认为，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基
因强大”，具有高产、抗病、抗寒、抗倒
等特点。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玉烛说，今年南方水稻产区遭遇极端
低温寡照天气，第三代杂交水稻品种
表现相对稳定，经受住了考验。

袁隆平团队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
《规划》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
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电动化、网联化、智能
化发展方向，以融合创新为重点，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推
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

《规划》提出，到2025年，纯电动
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12.0千瓦
时/百公里，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
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高
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
场景商业化应用。到2035年，纯电动
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
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
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
现规模化应用，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
平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

《规划》部署了5项战略任务：一
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坚持整车和
零部件并重，强化整车集成技术创
新，提升动力电池、新一代车用电机
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基础能力，推动
电动化与网联化、智能化技术互融协
同发展。二是构建新型产业生态。
以生态主导型企业为龙头，加快车用
操作系统开发应用，建设动力电池高
效循环利用体系，强化质量安全保

障，推动形成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
益共享的新型产业生态。三是推动
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与
能源、交通、信息通信全面深度融合，
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交通体系和
城市智能化水平提升，构建产业协同
发展新格局。四是完善基础设施体
系。加快推动充换电、加氢等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水平，鼓励商
业模式创新，营造良好使用环境。五
是深化开放合作。践行开放融通、互
利共赢的合作观，深化研发设计、贸
易投资、技术标准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国
际竞争能力。

《规划》要求，要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促进优胜劣汰，支持优势企业
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产
业集中度。落实新能源汽车相关税
收优惠政策，优化分类交通管理及金
融服务等措施，对作为公共设施的充
电桩建设给予财政支持，给予新能源
汽车停车、充电等优惠政策。2021年
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
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能源
汽车比例不低于80%。

《规划》强调，要充分发挥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和地方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
同和上下联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
部门任务分工，抓紧抓实抓细规划落
实工作。

国办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
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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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靠房子能拿到
数万元养老金”？
老年人须提防以房养老理财骗局

谨防骗局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体育按下“双城融合发展”快进键

10月16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会议要求，突出
重庆、成都两个中心
城市的协同带动，注
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
色，使成渝地区成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
要经济中心、科技创
新中心、改革开放新
高地、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

作为高品质生活
重要内容之一的体育
事业，也必然是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事实上，近半年
来，重庆体育主动作
为，不仅在战略层面
上达成了多个具有实
质性内容的合作协
议，而且已经实施了
多项具体举措，大力
推动成渝地区体育协
同融合发展，全面助
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

川渝、成渝，两个协议凸显
融合发展行动力

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后，两地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各领域合作迅速展开，体育也不例
外。

4月28日，川渝体育合作正式按下
启动键，重庆市体育局和四川省体育局
通过云视频的方式签署了《川渝两地体
育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框架协议》，由此
拉开了川渝地区体育融合发展的序幕。

协议就川渝两地共建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区、建立体育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合作平台、推动体育赛事活动融合发
展、推动体育设施融合发展、共同推进
体育人才队伍建设5个方面内容达成共
识，并建立川渝体育工作领导小组会商
机制、信息通报机制、专项工作协调机
制、联席会议制度。

9月16日，重庆市体育局与成都市
体育局签署《双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
展合作协议》，明确加快重庆和成都在
体育公共资源惠民服务、体育赛事合作
互推、智慧场馆共建共享、体育产业联
动、行业标准互信互认、人才培养协同
发展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高品质生活的体育需求，更好地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川渝、
成渝两份协议的签订，不仅意味着成渝
地区双城体育协同合作的全面推进，也
凸显了重庆市体育局在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决心和行动力，同时
也带动了全市体育系统积极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签约不断，赛事纷呈，成渝
融合发展跑出“加速度”

成渝双城体育牵手以来，全市各级
体育部门、协会、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纷
纷行动，积极与四川方面开展交流合
作。

截至10月底，川渝地区体育系统已
签订或拟订合作协议达50余份，两地协

同举办的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超百
场。同时，两地合作机制更加顺畅，互
联互通更加紧密，产业融合更加深入，
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领域合作更加密
切。

5月22日，重庆棋院、成都棋院签
署《成渝地区棋牌项目融合发展的战略
合作协议》，携手打造西部地区智力运
动高地；5月25日，重庆市体育场馆协
会与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正式签订《共
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场馆
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6月 9
日，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四川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签署《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体彩协同发展战略协
议》；6月19日，荣昌区体育局与内江市
体育局签订体育事业发展合作协议；7
月16日下午，重庆市运动技术学院与四
川体育职业学院签订《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竞技体育训练管理工作
合作协议》；9月16日，成渝两地足球协
会、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跆拳道协会也纷纷签约，
成渝体育合作全面开花，签约不断。

随着各项协议的签署，两地合作持
续升温，川渝双城田径对抗赛、川渝双
城跆拳道对抗赛、成渝围棋交流赛、川
渝体彩协调发展研讨会等各级各类赛
事活动层出不穷。

9月20日上午，2020中国成渝双城
万人瑜伽大会创吉尼斯纪录活动分别
在重庆、成都的10余个城区同步震撼上
演，创下“规模最大的瑜伽健身活动（线
上+线下）”大世界吉尼斯新纪录，成为
成渝两地体育合作的又一力作。

赛事活动之外，两地在人才培养、
场馆协同发展等方面也纷纷发力。10
月31日，为期两天的第一届川渝青少年
体育交流活动在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
举行。来自川渝两地的160余名青少年
运动员通过一系列的体育文化活动进
行了交流互动，促进了两地青少年体育
水平的提高。

此外，两地正在积极推进以重庆奥

体中心、巴南华熙文体中心、成都东安
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等为主的
公共体育场馆成渝一卡通体系建设，实
行成渝公共场馆一卡通政策，激活成渝

公共体育场馆效能。

大幕刚启，体育“双城记”将
绘无限新蓝图

“目前，成渝地区双城体育协同融
合发展已进入深化务实合作的快车道，
今年开展的一系列比赛和交流活动也
为下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打下了坚实基
础。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促使双
城融合发展全面提速、走实走深，促进
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川
渝两地人民，更好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深化成渝双城体育合作，是国家战
略大势所趋、共同发展现实所需、互利
共赢民心所向，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
程，需要全市体育系统积极融入，主动
作为，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
涵，以体育为载体，展开多形式、多层面
的合作交流，共同绘制体育“双城记”的
美好蓝图，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健康福
祉，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携手打造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韩成栋 刘邦云 石慧萍
图片由重庆市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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