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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到现在这个地步，对中国的经济伤害有多大？
第一，实体经济的利润只有5-10%，而房地产的利润高达

100%，这种结果说明什么？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有可能都
朝房地产转移。上市公司“湘粤情”做餐馆的，现在餐馆不大
做了，转到房地产去。上市公司雅戈尔做服装的，现在服装也
不做了，也朝房地产转移。中国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房地产的
国家。一个国家以房地产作为立国之本，你得注意。

第二，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希望银行
的钱多一点救助实体经济。但是我们银行的钱80%是流到房地
产的，我们的实体经济根本就得不到救助。德国之所以可以抗
衡全球两次金融危机，就是德国有非常坚挺的实体经济。实体
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哪里？

第三，我们的产能过剩多么严重，我们的彩电、冰箱十年
不生产都卖不掉。我们希望老百姓多一点的消费，但是我们中
国的钱全部都去买房子。我们算了一下给老百姓1000块钱，其
中800块就是买房子。祖孙三代的钱交给了首付，然后全家按
揭，你还有多少钱消费？房地产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令我们国
家领导人感到非常的忧虑。

现在我们的媒体，谁敢说房子跌啊，你一跌我就不给你广
告！现在广告，媒体广告，都是地产的广告。我想问大家，现
在媒体是不是没有德？中国大中城市70个城市在涨，那老百姓
说房子肯定要涨。我想问大家，中国的大中城市怎么定义啊，
地级市，比如说我们广东韶关、阳江、东莞、珠海、汕头、江
门，这都是属于大中城市，讲地级市，中国有多少地级市啊，
中国到底有多少地级市啊？648个，那你想，我想问大家，中
国648个大中城市，只有70个城市在涨，364个房子在跌，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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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3艘渔船沉没74人失踪
9月29日晚，广东台山和香港5

艘渔船171名渔民，在西沙珊瑚岛附
近海域遭受强台风“蝴蝶”袭击，
其中广东台山籍两艘渔船沉没，落
水的60人中有13人被救起，47人失
去联系。截至9月30日13时40分，海
南海上搜救中心确认失去联系的一
艘广东渔船沉没，仅救起1人，至此
下落不明的渔民增至74人。
南昌两女童爬进洗衣机被绞死

9月22日，题为《南昌两女童爬
进洗衣机被绞死，机内全是血迹》
的报道广为传播，文中称，21日中
午，南昌新建县樵舍镇一对姊妹在
家玩耍时不幸被洗衣机绞死，姐姐
不到4岁，妹妹2岁。目前，两女童
已入土为安，而警方的调查仍在继
续之中。
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因轮奸被判十年

9月26日，北京海淀法院对李双
江之子李天一等五人强奸一案进行
公开宣判。当日上午9时30分公开宣
判被告人李天一、王某、魏某某（
兄）、张某某、魏某某（弟）强奸
一案。被告人李某某犯强奸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官方称“新版《毛主席语录》或年
内出版”纯属误传

近日，网上流传：新版毛泽东
语录或将于今年12月上架，它的封
面和1960年代出版的“红宝书”一
点也不像。自1966年之后，中国官
方未再版过《毛泽东语录》。新版
毛泽东语录总编、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研究员陈宇表示：此次再版语录
是民间和学界的行为，没有政治目

的，但目前还在等待官方的审批。
新华网10月1日称，经向有关部门
了解，网上所谓“新版《毛主席语
录》或年内出版”纯属误传。
沈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
刑

夏俊峰是沈阳一小商贩。2009
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
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
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
法人员发生争执，用随身携带的切
肠 刀 刺 死 城 管 队 员 两 名 ， 重 伤 一
人。2011年5月9日上午，夏俊峰刺
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高级法
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夏俊峰因嫌故意杀人罪被起
诉，判处死刑。2013年9月25日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死刑，6时，家属被安
排见最后一面。

该案件在网络受到大量网民关
注，网友认为夏俊峰是被执法人员
用刑后的正当防卫，而法院此判只
是官官相护。
父亲用嘴吸遭狗咬儿子毒血 1月后发
狂犬病身亡

一个月前，在看到儿子被一条
流浪狗咬破腿后，41岁的江某救子
心切，多次用嘴吸吮儿子伤口处的
血液并吐出后，其儿子及时注射了
狂犬疫苗，而江某却不以为然，没
有注射狂犬疫苗。

两天前，江某感觉身体不适，
被医院确诊为狂犬病。24日凌晨，
江某不治身亡。

发改委顾问国世平：赶紧卖掉房子 一套都不剩

（本报编辑整理）

10月1日早晨升旗仪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留下的垃圾，最密集处甚至露不出地
面。150名保洁员人手一把扫帚，2辆清扫车，2辆垃圾收集车，以＂拉网式＂的排兵
布阵，用了30分钟才全部清除。初步估计，清扫的垃圾多达5吨左右。（央视网）

么不报道，还有120个城市不涨不跌，你怎么不报道。如果你
全部报道出来，那时老百姓说，中国的大中城市70个城市在
涨，364个城市在跌，还有120个城市不涨不跌，老百姓会怎么
想？但媒体对老百姓就报道第一个。现在我告诉你，中央还不
是担心房子暴涨，现在中央最担心房子像断崖式的下滑。现在
中央内部预计的房子很快就要崩盘。已经崩盘或很快就要崩盘
的110个城市，很快就要崩盘。第一个崩盘的，鄂尔多斯。我
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政府的高级顾问，我去年3月份到鄂尔多斯
市去演讲的时候，鄂尔多斯的房价是22000块钱一平，我就给
鄂尔多斯的市长、市委书记云峰书记说，我说鄂尔多斯的房价
很快就要暴跌，他怎么说：教授，我们知道要跌，但最低也不
能低于17000。我说谁说的。上一个月，鄂尔多斯政府给我的
报告是：鄂尔多斯的房价跌到1700块钱一平方米，全崩盘了，
地产商全逃跑了。

第二城市崩盘的是温州，温州是中国炒房的，谁相信温州
的房子跌，现在温州的房子砍掉60%还在跌。都在抛房子。

第三个崩盘的城市海南，我们是限价限的最高价，海南是
限的最低价，不能低于17000元。

第四个崩盘的城市是贵阳，贵阳房子贵到什么样，平均每
个人能分到30多套房子。现在中央内部预警的房价要崩盘的：
大连、沈阳、营口、烟台、青岛、唐山、常州、宁波、石家
庄、长沙、海南、丽江、北海、惠州、珠海很快就要崩盘。

经济学家是数字说明问题。这里，我选的是亚洲最具典型
的三个国家和地区房地产走势图，大家看一下这三个走势图是
不是惊人的相似。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走势，基本上是一
样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会走出自己独立的痕迹。历史是有
惊人的相似，大家看，日本的房地产1982年开始涨，香港的房
地产92年开始涨，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是2002年开始涨，大家看
有没有惊人的相似！香港比日本晚十年，我们比香港晚十年，
我们比日本呢，晚二十年。日本的房价从1982年大涨到1987
年，涨了5年，日本的房子整整涨了10倍；香港的房子从1992
年大涨到1997年，涨了5年，也涨了10倍，我们深圳的房子从
2002年大涨到2007年，也涨了5年，整整涨了11倍，但是房子
不可能永远涨，在1987年日本的房子暴跌。1993年日本人极度

悲观失望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房子强劲的反弹，在1994年日
本人又拼命的买房子，没有想到1994年日本房子再次暴跌到
1995年，从1987年到1995年，日本的房子整整跌了80% 。

香港的房子在1992年发展到1997年，涨了10倍，香港人杀
红了眼睛，谁相信香港的房子跌？然而香港的房子在1997年暴
跌的到2003年，香港人极度的悲观失望，后来没想到房子强劲
的反弹，在2004年香港人又拼命的买房子，没有想到房子第
二次探底到2005年，从1997年到2005年，香港的房子整整跌了
80%。

香港的涨了5年涨了十倍，遇到亚洲金融危机房子跌了。
中国的房子涨了5年涨了十一倍，遇到美国的金融危机房子必
跌无疑。2008年北京的房子像断崖一样跌了40%，上海的房子
跌了最少，跌了30%；我们深圳的房子像断崖似的跌了30%，
东莞的房子直接跌60%。

我建议大家，房子很快就要崩盘，我警告在座的，如果这
个时候你胆敢再去买房，你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后一批解
放军，把别人彻底解放了，在上面站岗十年都下不来。

国老师在去年，我做的四个预测，三个预测全部应验。第
一个预测，煤炭及大众商品价格很快就要暴跌，应验；我的第
二预测，黄金很快就要暴跌，应验；我的第三预测，银行里缺
钱，应验；我的第四预测，

我建议大家，今年买一点股票，为什么，因为股票和房地
产在国外都是两个并驾齐驱的。我们中国房地产长期在高位，
我们的股票长期在低位， 绝对不正常，中央一定要把房地产
打下来 。如果老百姓的股票不涨，中国老百姓的资产是不是
要缩水啊，这是中央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希望，房子调下来，
股票涨上去。至少老百姓的资产没有缩水，如果中国的股票涨
上去，房子跌了，中央一定要老百姓卖掉股票，抄底房地产，
股票跌到这个地方，房地产涨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房地产和
股票的并驾齐驱。这是中央的战略意图。我告诉你，你在别的
地方可以不听党的话，在投资方面一定要听党的话，因为共产
党是最大的专家。中国的经济就是政治经济。

（摘自9月16日凤凰网，请到本报网站www.yamei-today.com阅

读全文）

（← 上接第2版《闲聊审判薄熙来》）

薄熙来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暴露出习李当局
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决策
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造成权力的滥用。如
果当时薄熙来能够在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前将其
抓获，那么，薄书记至少还能在西南王的位子上一手
遮天，没准儿还能晋升常委。然而，在一个集权专制
的政治制度中，消弱权力的努力往往会导致权力的更
加集中。如果习李不能解决一把手权利过分集中的问
题，薄熙来第二、第三还会出现。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共的权力缺乏外在
监督。中共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自身的
监督机制又不完善，像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既讳疾忌
医，又无力自疗，等死也就是在所必然的。随着互联
网微博的广泛应用，中共贪官污吏的腐败恶行不断遭
到曝光，民间监督蓬勃兴起。如果习李当局善于利用
这种新兴监督机制，对其反腐倡廉整饬吏治，应该可
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可惜的是，当局却反其道
而行之，近期严厉实行压制舆论，逮捕恐吓网络大V，
甚至以传谣的罪名拘捕中学生。这实在是因为消弱权
力，接受监督会导致中共的彻底垮台，即出现亡党的
危险。

其次，中共用人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号称人民公
仆的政府官员不经人民同意便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
福，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十分滑稽的。正是由于中共这
种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王立军，薄熙来这类官员才
能利用公权力长时间以权谋私，甚至到了公权私用，
尾大不掉的程度。他们的违纪行为不但得不到督察，
反而还不断获得褒奖升迁。高官频频落马，难道我们
不应该问问为什么吗？尽管党在表面上实行“德才兼
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但靠溜须拍马、裙带关

系得到提拔，靠拉帮结派、靠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获
取官位却成为当今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习总上台后
又一批省部级干部落马。如果不是中共的干部政策存
在问题，这些人怎么那么容易升到如此高位呢？

再次，中共高层面临分裂。同以往审判陈希同，
陈良宇不同的是，审判薄熙来造成了国内舆论出现截
然不同的反应，学界人士如崔之元、甘阳、韩德强等
人力挺薄熙来和他搞出来的“重庆模式”，重庆等地
的老百姓也以各种方式声援为他们做了实事的薄书
记。自由派人士对薄熙来提倡的“唱红打黑”等文革
式的群众运动则忧心忡忡猛烈抨击，要求实行宪政的
呼声再起。中国互联网上左右之争，实际上是中共高
层权力之争的折射。在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中共
高层的分裂绝对不是坏事，它是党内民主化的开端。
但无论如何，它都会对习李的权威造成威胁。如果习
李能够因势利导，将党内派系斗争纳入制度化的轨
道，以法律手段化解冲突，则将为党的生存大业贡献
力量。

习李当局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共官员的严
重腐败。今年1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布2012年大案
查处情况，有30315人受到处分，平均每天83人。十八
大以来，已有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当今中共官员的
腐败像癌症一样侵蚀党的肌体，已到了“反腐就要亡
党，不反腐就要亡国”的两难程度，并且导致社会矛
盾日益激化。薄熙来事件的爆发给中共当局敲响了政
治改革迫切性的警钟。如果习李当局罔顾民意，继续
以维稳为借口，钳制互联网，压制舆论，不但腐败会
愈演愈烈，其“苍蝇老虎一起打”的诺言也将会成为
笑谈。

薄熙来既已提出上诉，届时他将会抖出什么内
幕，不但给国人留下了不少悬念，也使不少当政者胆
战心惊。这就是薄熙来，戏演到谢幕，他依然要当主
角。

一案两凶，犯人认罪，检方拒不承认
王书金

河北省广平县人，2005年1月，在河南荥阳市接受
警方盘查时，供述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包括1994年发
生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的奸杀案。但该案当年已告
破，21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该案凶手，于1995年被执行
死刑。

聂树斌
河北省鹿泉人，1994年，聂树斌被石家庄警方作

为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的奸杀案犯罪嫌疑人而被
抓，1995年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2005年王书金供出
此案后，河北政法部门启动对聂树斌案核查，迄今已数
年。

王书金自供为聂案真凶属重大立功意见被驳回
27日上午，河北省高院在邯郸市中院审判庭宣判王

书金案，并通过微博直播，宣判持续了半小时左右。据
河北省高院微博称，有200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
者参与旁听。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姐夫也获准到庭旁
听。

王书金是河北省广平县农民，1967年出生，1982年
曾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5年1月，王书金
在河南省荥阳市接受警方盘查时，供述曾在河北强奸多
名妇女并杀死4人，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发生在石家庄

西郊一块玉米地的奸杀案。但警方核实时发现，该案在
案发后很快告破，21岁青年聂树斌被认定为该案凶手，
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随后媒体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进行报道，引
起全国关注。2005年3月，河北省委政法委向媒体承诺，
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聂树斌一案，一个月内公布结
果。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公布任何结果。

2007年3月，王书金因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被邯
郸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书金不
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理由是他自供为聂树
斌案真凶属重大立功行为，但检方并未起诉他这项犯罪
事实，导致他的立功未被法院认可。

2007年7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第一次开庭审
理此案。之后，一直拖延至今年，分别于6月25日和7月
10日在邯郸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庭审。

河北省高院27日宣判，驳回了王书金的上诉，维持
原判。二审裁定书认为，王书金强奸3名妇女，杀死其中
2人，杀害未遂1人，犯罪手段残忍，情节、后果均特别
严重，虽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从轻处罚。而对王书金
及其辩护人所称王书金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
杀人案系其作为，属重大立功的意见，河北省高院认为
王书金的供述与该案相关证据不符，不予采纳。检方认
为该案不是王书金所为的意见，获得法院支持。

（来源：东方网）

国世平教授现任国家发改委顾问、深圳市政府经济顾问、深

圳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

国世平教授曾经预测1997年香港房价会下跌30%，那时没人

当真，最后跌了80%。“2007年的时候，我号召深圳居民把多余的

房子卖掉”国世平说，而当时北京一教授说房子还要涨20年。最

后，2008年深圳房价跌了30%。

以下内容为国世平教授部分授课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