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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住房服务市场：

互联网运营是大势所趋

新华社北京 3 月 12 日电（记者 王立
彬）随着房地产市场从拿地盖楼、新房交
易为主向存量开发为主转型，住房服务市
场互联网开发空间正在打开。
据自然资源部 12 日发布数据，目前全
国盘活存量土地已经占年度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的 75%。事实上，我国地产、房产
都在进入存量为主时代。据住建部住房
政策专家委员会及中金公司数据，目前全
国城镇住房存量约 2.74 亿套，对应存量面
积约 261 亿平方米。地产房产市场正从征
地拿地、新建开发、交易新房为主转向存
量房交易服务为主。从停车场、电梯运营
到厨房、厕所改造，产业互联网运营是大

势所趋。
据中金公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张宇介
绍，按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从套型结构看，
国内城镇存量住房一居二居室占 62%，套
型偏小；
从楼层结构看，
约 21%的存量住房
为平房，57%的住房为 6 层及以下，多数没
有电梯；
从居住设施看，
约 16%的存量房没
有厨房或卫生间，26%的住房无独立冲水
卫生设施。立足 BAT、大数据、区块链、BIM
等信息技术数据整合、分析与处理，
存量住
房智能化开发空间巨大。
“房地产正从建设阶段向运营阶段切
换，建设将不再是焦点，运营才是生存下
去的重要手段。”腾讯智慧建筑创始人、微

瓴实验室负责人刘莫闲说，国内电梯保有
量要翻一番需要 12 年，但厂商目标已不再
是新建市场，而是用 5 年时间把 100 万台
电梯连接上网。
金融服务与房地产交易在线化，将开
辟新经纪时代。开个门店、招几个经纪人
模式将走向互联网平台化运营，房地产服
务业将进入全新阶段。房多多创始人兼
CEO 段毅对记者说，立足存量时代与产业
互联网，房地产基础服务市场有望从 2017
年 1300 亿元增至 2022 年 3000 亿元，房地
产互联网创新服务将从 2017 年 900 亿元
增至 2022 年 1500 亿元，170 万经纪人将能
更高效地工作。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截至1月底我国累计实现170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 张泉）
记者日前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全国跨省异
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稳步
推进，截至 2019 年 1 月底，国家平台备案
人数 356 万，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 170 万人次。
2018 年底，河北的张先生罹患心血管
疾病，转诊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
院治疗，出院时在医院结算窗口办理了直

接结算，方便快捷。
“原本以为要拿着一堆
报销单回老家报销，没想到在北京就可以
实时结算。”张先生非常高兴。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我国跨省异地
就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持续增加，备案人
数和直接结算量持续快速增长。截至
2019 年 1 月底，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
构数量为 15933 家，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
机构 13302 家。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 170 万人次，医疗费用 409.5 亿元，
基 金 支 付 240.7 亿 元 ，基 金 支 付 比 例
58.8%。
据了解，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
算，是我国着力推动的便民举措，有利于
解决患者异地就医过程中的垫资和跑腿
报销问题。未来，我国将进一步落实和完
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为流动人
口和随迁老人等群体提供更大便利。

黄河湿地引天鹅

三江源国家公园
植被盖度稳步增长
新华社西宁 3 月 13 日电（记者 李亚光）记
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随着生态恢
复进程加快，三江源国家公园境内草地、林地
长势趋好，
植被盖度稳步增长。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上世纪 70 年代起，气候变化及人为因素致
当地生态发生退化。过去 10 多年，国家在三江
源地区投入 100 余亿元用于生态保护修复，成
效明显。2016 年，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在当地设立。
近期公布的监测结果显示，2018 年三江源
国家公园园区草地植被盖度较上年增长
27.31%，草层平均高度较上年提高 0.84 厘米，
总产草量较上年平均提高 13.29%。
2018 年，园区标准木蓄积量与上年相比增
长 0.0001 立方米，各树种蓄积量均呈缓慢增长
趋势；园区灌木高度平均增长 3.68 厘米，灌木
林灌木生物量每平方米增长 1 克。
监测显示，2018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湿地监
测站点植被盖度比上年平均增长 1%，总体呈
增长态势；监测样地指示物种增长变化明显，
生物量平均增长率为 4%。
在生态保护治理工程的推动下，2018 年三
江源国家公园沙化土地植被盖度较上年平均
增长 2%，总生物量每平方米增长 1 克。

陕西确定统一鉴定
考试收费标准
新华社西安 3 月 13 日电（记者 郭强 蔺
娟）记者日前从陕西省人社厅了解到，陕西确
定统一鉴定考试收费标准，乱收费现象一经发
现将严肃处理。
据了解，国家职业资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全国统一鉴定考试的收费标准为：一级 540
元、二级 460 元、三级 300 元、四级 200 元。陕西
省市统考职业的收费标准为：保育员三级 350
元 、四级 300 元、五级 250 元；育婴师三级 450
元 、四级 350 元 、五级 300 元；劳动关系协调
员一级 900 元 、二级 750 元 、三级 450 元；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师一级 900 元 、二级 750 元、三
级 450 元、四级 350 元。以后新增省市统考职
业均按照新标准执行。
陕西人社部门要求各市（区）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各省属统一鉴定报名机构严格按
照考试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并在显著位置公示
具体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严禁报名机构借机
会向考生增收其他费用，发现乱收费的现象将
予以严肃处理。

随着天气转暖，冰雪消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黄河沿线湿地中栖息的天鹅成为早春
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图片为 3 月 12 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黄河沿线湿地拍摄的天鹅。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2019年长江流域气象水文年景偏差
全流域需重视水旱灾害防御
新华社武汉 3 月 13 日电（记者 黄艳
李思远）水利部长江委近日召开 2019 年水
旱灾害防御工作动员部署会，根据初步预
判，今年长江流域气象水文年景偏差，在
主汛期总体降水量偏多的情况下，呈现上
游少下游多的情况，中下游有可能发生严
重的洪涝灾害。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以来，受厄
尔尼诺影响，长江流域降水总体偏多 2 成，
其中，长江上游偏少 1 成，长江中下游明显
偏多，偏多幅度达到 3 成。特别是两湖水

系近期持续阴雨，降水明显偏多，多条河
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3 月 6 日，湖南、
江西提前进入汛期，
较常年提前 26 天。
受水库消落及长江中下游降雨偏多影
响，
两湖出口控制站及中下游干流主要站点
水位明显偏高。数据显示，
长江中下游七里
山、
汉口、
湖口、
大通等关键控制站点水位居
历年 3 月最高水位前列，
普遍高出历史同期
约4米，
较1998年同期也高出约1米。
长江委水文局初步预测，主汛期 6 月
至 8 月，长江流域降水量整体偏多，其中

上游降水略偏少，中下游降水偏多。主
要支流流域表现为：长江上游大渡河、岷
沱江、嘉陵江流域降水偏少 2 成；长江中
下游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两湖流域降水偏
多 2 成至 5 成。
长江委主任马建华表示，种种迹象表
明，今年长江流域水文气象年景偏差，全
流域一定要高度重视水旱灾害防御，增强
防汛抗旱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克服麻
痹思想，全面防范灾害风险，努力减少人
员伤亡、减轻灾害损失。

山西加快推进全省
建筑工人实名制
新华社太原 3 月 13 日电（记者 魏飚）山西
省住建厅近日发布通知，山西省将加快推进建
筑工程项目工人实名制管理和农民工工资专
户管理各项制度落实，确保实名制管理在所有
在建建筑工程项目实现全覆盖。
据了解，山西省将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在施
工合同中与建筑业企业约定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的有关要求，督促其按合同约定将工人工
资按时、足额支付至农民工工资专户；督促建
筑业企业建立本单位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配
备专职管理人员，将项目现场用工信息实时、
准确、完整上传至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
台。其中，总承包企业应对实名制管理负总
责，分包企业负直接责任，所有项目建设单位、
承包单位、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和建筑工
人均应纳入实名制管理范畴。
目前，山西省已开展全面排查，进行实名
制信息采集工作。山西各市还将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确保数据上报工作的安全、准确、完
整、及时，确保在 2019 年年底前实现建筑用工
人员信息采集上报率和准确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