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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下院10日凌晨再次否决首
相约翰逊提出的在10月15日提前举行大
选的动议，令欲强行使英国在10月31日
期限前“脱欧”的约翰逊再遭打击，英
国“脱欧”前景更加迷茫。

自2016 年6 月的全民公投至今，英
国“脱欧”已历时 3 年多。现如今，如
何“脱欧”仍是个问号，英国社会对

“脱欧”合法性的质疑日益高涨，不少民
众开始反思一度引以为豪的英式民主制
度，甚至呼吁英国应考虑民主重建。

代表性存疑的公投

2016 年 6 月，英国举行历史性的
“脱欧”公投，“脱欧”和“留欧”分别
获得51.89%和48.11%的支持率。一些分
析人士认为，这一令英国走上“脱欧”
道路的公投结果不仅不能代表民意，反
而撕裂了民意。

英国学者、资深媒体评论员马丁·
雅克指出，“脱欧”公投结果虽然是赞成

“脱欧”的人略占多数，但不容忽视的
是，不赞成的人也接近一半。这不是一
个“压倒性”胜出的结果，而是近半数
民众意见被否认的困境。

英国共产党国际书记约翰·福斯特

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脱欧”公投让英
国 48.11%的选民意愿被其余 51.89%所

“绑架”。
此外，英国舆论认为，公投中之所

以“脱欧”意见胜出，原因在于45岁以
上人群的投票率大大高于 45 岁以下人
群，而前者多数支持“脱欧”，后者多数
支持“留欧”。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7年底发
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受访的 350 多位英
国青年普遍认为，在“脱欧”公投中，
年轻人未能充分表达意见。

失灵的反对党机制

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英国议会被称
为“议会之母”，这一直让英国人引以为
傲。2017年初，英国议会经司法裁决掌
握“脱欧”主导权时，民众对其充满期
待。但如今，民众已对议会无休止的

“脱欧”辩论和投票失去耐心。
英国首相约翰逊反复宣称，即使没有

与欧盟达成协议也要在10月31日前带领
英国“脱欧”，但随着这一期限的临近，
反对派在议会对约翰逊的强行“脱欧”计
划发起了猛烈阻击。自本月3日英国议会
结束夏季休会以来，反对派发起阻止“无

协议脱欧”的法案一周内获议会两院批
准。约翰逊为打破议会阻击而发起的两次
提前大选动议均被否决。

就“脱欧”一事，英国政府认为，如
期“脱欧”，尽早结束“脱欧”苦旅，符
合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而在反对派看
来，草率“脱欧”将引发经济动荡，不利
于英国今后的发展。均宣称自己是为了国
家利益的各派议员在议会相互拆台、打口
水仗，府院分歧始终无法弥合。

按照英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反对党
的职能是监督执政党及政府的行为，一
旦其出现重大失误，随时准备上台执
政。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监督本应在约
束执政党的同时推动政府提高效率，但
这一机制在“脱欧”过程中完全失灵。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
究室主任李靖堃认为，在当下的英国政
界，上台执政已成为压倒一切的目的，
政党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被置于国家利益
之上，“脱欧”已演变成党派之争、个人
恩怨之争、权谋之争。已经没有人将国
家利益放在首位，没有人承担责任。

脱离民众的代议制民主

应约翰逊请求，英国议会10日起再

次休会，为“脱欧”前景增添了更多不
确定性。担任议会下院议长 10 年的约
翰·伯科 9 日宣布最晚将于 10 月底辞
职。作为中立仲裁者，议长通常不做政
治评论，但伯科在发表辞职声明时说:

“我们正在冒险贬低这个议会。”
分析人士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宣称

服务于人民，本应为人民解决问题。然
而受困于“脱欧”引发的党派之争、府
院之争，英国政府无法推进其他国内议
程，造成经济濒临衰退，商业信心重
挫，民众怨声载道。

李靖堃说，代议制民主从本质上说
是一种精英民主，但这种精英民主越来
越脱离民众，越来越无法解决民众面临
的实际问题，导致民众对精英政治越来
越失望。

福斯特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听起来
不错，但实际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
制度内的政党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不同
派别，他们寻求掌控民意，提供民主的

“假象”。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英式民主在“脱欧”迷局中乱了方寸

1952 年 7 月 1 日，西南军区
司令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
路通车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
剪，标志着“蜀道难”的历史从
此改变了。

“ 蜀 道 之 难 ， 难 于 上 青
天”。我国从清末即开始在四川
筹建铁路，民国时期也曾几次筹
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立，川渝
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
放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
路。同年 6 月，3 万多解放军官
兵带着未尽的硝烟，投入了筑路
的战斗。随后，铁路沿线的农民
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
困难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
困难，几十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
的运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
和配件，国营某钢铁厂制造出来
了。道钉、道岔和某些机器，重
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起来
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

具，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
了。过去铁路上用的从美国买来
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
造了。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
路，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
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
地工农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
停工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失业
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农民通
过献卖木料、参加筑路增加了
收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
自己的铁路，筑路民工更加尽
心地为铁路服务。民工提出口
号：“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路基
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起护
路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
线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
新的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
的联系，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为西南的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
路。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蜀道之难大改观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数据，8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2.8%，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 10%，涨幅比上月扩大
0.9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93个百
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1%，涨幅比上
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持
续走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升
CPI 的主要因素。从今年后几个月来
看，稳定总体物价水平仍有坚实基础。

食品价格方面，前期上涨较快的鲜
菜价格同比出现回落。8月份，鲜菜价格
下降0.8%，为同比连续上涨18个月后首
次转降。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首席分析师张晶说，由于今年夏季冷凉
地区蔬菜供应整体相对充足，且上半年
菜价较往年偏高，后期扩种意愿高涨，
如果不出现极端天气，蔬菜供应形势将
好于去年。

近一段时间，62岁的上海居民周爱

娣发现市场上水果品种更丰富了，价格
也比之前便宜了。

“超市里产自云南的石榴 20 元 4
个，之前每斤接近 6 元的梨也便宜了不
少，西瓜价格也不贵。总体感觉最近能
挑到不少物美价廉的水果，家里水果消
费支出比之前少了一些。”她说。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8月份，鲜果
价格虽然同比上涨 24%，但涨幅回落了
15.1 个百分点，环比看鲜果价格比上月
下降10.1%。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分
析，自 7 月份以来，随着西瓜、桃子、
杏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各类水果价格
开始逐渐回落。预计2019年苹果、梨的
总产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量，国
内水果市场供应量充足，完全能满足需
求，水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上涨仍然较
快。8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46.7%，
涨幅比上月扩大 19.7 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1.08个百分点。

“近来猪肉价格上涨较快，主要是
阶段性供给偏紧所致，是猪价下行周期
和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的结果。”中国农科
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说，
四季度生猪生产有望止跌企稳。生猪生
产周期较长，目前相关部门、各省区市
都在积极行动，预计明年下半年生猪生
产将逐步恢复，生猪价格将逐步回落。

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会不会大
幅增加通胀压力？

“猪肉只是构成CPI的一种商品，可
能影响短期CPI波动，但不会撼动宏观物
价总水平稳定的运行基础。”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
说，从历史上看，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
更多是结构性、短期性的。近期鲜果、鲜
菜价格回落明显，将拉动食品类价格涨幅
回落，成为稳定CPI的因素。

除了食品价格，在非食品中，交通
和通信价格同比下降了 2.3%。今年以
来，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提速降费新举
措，为消费者带来实惠。今年 1 至 8 月

份，通信服务价格同比下降了1.1%。此
外，汽油和柴油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下降
1.1%和1.2%。

数据还显示，8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0.8%，
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说，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涨幅
的背离显示 CPI 的上涨并非需求拉动，
更多是供给扰动。同时，PPI出现负增长
也显示实体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下半
年总需求对CPI仍将产生下拉作用。

“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我国物价
不具备全面大幅上涨的基础。”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我国工农业
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裕，居民消费稳
定增长，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态
势是具备坚实基础的。国家发改委将会
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
市场价格形势变化，根据需要及时采取
相应调控措施，确保价格运行在合理区
间。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稳定总体物价水平有坚实基础
——从8月数据看物价运行态势

1953 年 10 月 27 日，新建成
的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的汽
笛一声鸣响，我国第一根无缝钢
管轧制出来了。这标志着我国在
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
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
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无法生产
这类工业产品。1952 年国民经
济恢复之后，现代工业在我国
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
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
的比重只有 35.5%。新中国第一
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就是
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
实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
了“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涉及钢铁、有色冶
金、煤矿、石油炼油、重型机
械、汽车、拖拉机制造、化工、
电力等方面。1955年7月，一届
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
展 国 民 经 济 的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

化 建 设 的 投 资 总 额 达 766.4 亿
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
大的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届政
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
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积极性。
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 的 诸 多 工 业 产 品 被 制 造 出
来：1954年7月，“初教5”飞机
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
业 由 修 理 阶 段 跨 入 了 制 造 阶
段；1956 年 7 月，载重量为 4 吨
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标志
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
技术；1956 年 9 月，国产 B2-34
中型坦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
中国不能制造坦克发动机的历
史……

到1957 年底，“一五”计划
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
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
建立起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
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
面得到初步改变。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9月20日是第31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爱牙日”的主题是“口腔健
康 全身健康”。为更好地普及牙病防治知识，增强口腔保健意识，同时
也为广大市民选择口腔医疗机构提供参考，漯河日报社特举办2019“读
者信赖口腔医疗机构”评选活动。

此次活动分为提名（报名）、投票、综合评审、公示及报道展示五个

阶段。所有参评口腔医疗机构均经漯河市及各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批准，具有口腔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投票共分报纸投票、微信投票（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漯河小城生
活”微信公众号）两部分进行。根据统计票数，结合综合评定，最终评选
出2019“读者信赖口腔医疗机构”，并将于9月20日在《漯河日报》公示，

随后将逐一进行风采展示。
投票截至2019年9月16日。您可在信赖的口腔医疗机构名称前方

框内打勾。报纸投票可沿虚线剪下后邮寄或送至新闻大厦一楼大厅老
爸老妈俱乐部接待处。

咨询电话：13839593178（宋女士） 15039571679（李女士）

2019“读者信赖口腔医疗机构”评选活动邀您投票

其他（请写上您要提名的口腔医疗机构名称）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此为部分候选口腔医疗机构名单，排名不分先后，若读者有更优之选，请将名称写在投票栏内）

□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门诊部□ 郾城罗自力口腔诊所□ 郾城友好口腔门诊部□ 张景忠口腔诊所□ 罗占雷口腔诊所□ 郾城孙志彬口腔诊所□ 郾城阳光齿科口腔门诊部□ 晏春红口腔诊所

□ 郾城海祥口腔诊所□ 郾城闫晓杰口腔诊所□ 谢益民口腔诊所（阳光齿科）□ 师宏斌完美口腔诊所□ 郾城何仁挺口腔诊所□ 郾城常财旺口腔诊所□ 郾城张冬霞口腔诊所□ 郾城微笑口腔门诊部

□ 郾城侯振华口腔诊所□ 源汇万兵口腔诊所□ 源汇新华口腔门诊部□ 源汇雷雅利口腔诊所□ 源汇彦伟口腔门诊部□ 源汇唯美口腔门诊部□ 源汇口腔门诊部□ 源汇雅博士口腔门诊部

□ 冯世田口腔诊所□ 源汇阳光齿科口腔门诊部□ 舒适美源汇许克哲口腔诊所□ 苏瑞品口腔诊所□ 旭耀啄木鸟口腔诊所□ 张凯口腔诊所□ 源汇王希录口腔诊所□ 源汇瑞品口腔门诊部

□ 召陵马涛口腔诊所□ 漯河啄木鸟口腔门诊部□ 召陵谢志胜口腔诊所□ 召陵戴良才口腔诊所□ 召陵栗俊亭口腔诊所□ 召陵万小杰口腔诊所□ 召陵候振华口腔诊所□ 召陵曹月琴口腔诊所

□ 召陵阳光齿科口腔门诊部□ 召陵百信口腔门诊部□ 杨俊丽口腔诊所□ 王水良口腔诊所□ 张国庆口腔诊所□ 源汇丽齿口腔门诊部□ 源汇周建东口腔诊所□ 召陵赵素文口腔门诊部

□ 郾城吕玉德口腔诊所□ 郾城边艳丽口腔诊所□ 郾城李跃宽口腔诊所□ 王春丽口腔诊所□ 宗瑞强口腔科诊所□ 洁玉瑞娟口腔诊所□ 召陵胡荣栽口腔诊所□ 召陵于红格口腔诊所

不动产权继承
公 告

王秋花申请对坐落于舞阳县北
京路北段东侧（产权证号：0000729）
的房屋及土地继承登记。我中心经
过对申请人提供的继承证明材料审
查，该房屋产权由王秋花继承，如有
异议者，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中心提出
异议，逾期我中心将为王秋花办理不
动产登记业务。

电话：0395-7338552
舞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9月11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9月27日，在阿里巴巴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舞阳县

县城人民路与海南路交叉口东南角

东润壹号院7幢1单元7层703号住

宅房地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

//sf.taobao.com/0395/03。

舞阳县人民法院

2019年9月11日

招租公告
我公司位于长江路中段新华

书店办公楼一、二楼的房屋现对外

公开招租，有意者请于9月18日前

到市新华书店三楼办公室报名。

联系电话：0395-5983318

联系人：彭红霞

河南省漯河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公 告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广大市民生活、出行环境，根据市
政府工作要求，拟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至2019年9月25日对马路街（五
一路-艺术街）进行全线围档封闭施
工，全长201米，工期15天。请广大
市民合理调整出行路线，提前做好
出行安排。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漯河市源汇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11日

经漯河市人民政府批准，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两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漯河市地产交易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 起始价 保证金 增价幅度

（m2） （建筑系数） 底价 （万元） （万元） （万元）
1 2019-59号 4111022012300067000 西城区长江路北侧、 53333.37 商业用地 大于1.0， 小于50% 不少于25% 40年 无 12113.07 12113.07 60.00

太白山路东侧 小于3.0
2 2019-60号 4111022002060013100 西城区汉江路北侧、 21683.26 商住混合用地（RB） 大于1.0， 小于22% 不少于35% 住宅70年、 无 13668.05 6834.05 149.00

九龙山路西侧 住宅兼容商用 小于3.0 商业40年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漯自然资网挂告字【2019】32号）

具体规划指标，详见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2）地块
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0月9日，
登录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地块编号：2019-59 号为 2019 年 10 月 9 日 16:00，地块编号：2019-60 号为
2019年10月9日16:00。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
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报价时间：2019-59号地块为2019年10月1日9:00至2019年10月11日16:
30，2019-60号地块为2019年10月1日9:00至2019年10月11日17:00。

挂牌网址：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http://gtjy.lhjs.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
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
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
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
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http://
gtjy.lhjs.cn）2019-59号、2019-6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须知。

九、风险提示：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
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7以上版本，浏览器请使用IE11以上版本，其他操作系统与浏
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网站下载，
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
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联系电话：0395-3137121或0395-2961870
联系人：漯河市地产交易所
特此公告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