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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渭南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学员跟着教练学
习防溺水知识。

暑假来临，渭南史纪游泳俱乐部开展“防溺水 珍
爱生命”安全培训，通过水上情景模拟演练的形式，提
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让孩子认识到溺水
事故的严重后果，珍惜生命。 崔正博 摄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7月9日，西安市国际港务区党
工委副书记苗吉在西安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延伸现代物流产业链，大力发展临港产业。

做强汽车整车进出口和粮食、油脂、木材、石化等大
宗商品贸易，推广“长安号·票运通”物流金融服务模
式，加快建设互联网产业聚集地，鼓励企业投资设立物
流科技创新研发测试中心。同时，围绕产业链布局人
才链，重点引进供应链管理、物流规划、物流实务、口岸
运营、关务管理等紧缺人才。与中外运、中远海运等龙
头企业不定期组织人才交流活动，建立人才资源共享
机制，为“西安港”建设运营提供智力支撑。

西安国际港务区大力发展临港产业

房子70年产权到期怎么办？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将自动续期

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百五十九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
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中国人对住房有着特殊的情结，有了房子才有了固定的居所，心就安静下来，可谓安
居才能乐业。房子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一笔资产，也是一个人或者一
个家庭财富的象征。众所周知，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住宅的产权是70年，那么70年产权
到期了怎么办？

对此，笔者采访了陕西省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连邦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杨硕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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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硕说，居民买一套房子，等于买了两个财产

权，一个是房屋的所有权，另一个是房屋所占用范围
内相应土地的使用权，法律上称之为住宅建设用地
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是没有期限的，随着房屋的灭
失而灭失，在灭失之前你永远拥有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有期限的，根据我国土地管
理法规的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年限为 70
年。那么 70年之后怎么办？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
个是续费的问题，一个是续期的问题。根据我国民
法典物权编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住宅建设用地

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
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这意味着，备受关注的 70年产权续期问题，
终于一锤定音——住宅的土地使用权届满 70年之
后，可以自动续期，不必担心被收回。”杨硕说，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的
话说，民法典是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房屋 70年
自动续期的规定，解决了很多买房人的“心结”，使
存在了多年的问题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人们买房
更放心、更踏实了。

杨硕话锋一转说：“自动续期不是问题，问题是‘自动
续期’之时，到底是免费续期，还是要补缴土地出让金？”
他说，对于这个问题，温州曾出现这样一件事：2016年，该
市一部分市民正常买卖二手房后却无法完成交易中的过
户手续问题，原因是土地使用权到期了。如果要续期，必
须缴纳占房价总额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出让金。不少市民
发现，他们持有的土地证上写着土地年限20年到期。

当时，这一消息不仅震惊了整个温州房地产市场，甚
至全国人民都开始检查自己购买房子的土地使用权。
对此，民法典是这样规定的：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也就是说，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住宅土地使用权
期限届满后是免费续期、补缴一定货币，不过是全免还
是部分减免，具体落地执行将会交由其他法律根据以后
的情况灵活处理。

大家要树立这样一种意识：自动续期不需要再行办
理续期申请手续，但不等同于无偿续期。因此，有两点是
确定的：自动续期，以及续期是要交钱的。既然是自动续
期，那么续期周期为多少年意义就不是特别重要了。

问题的重点是：续期费用该怎么算，会不会又要交
上一大笔钱？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民法典为此留
出了立法空间。

“自动续期”并不意味着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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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0年产权续期问题终于一锤定音

有关专家也表示，建设用地使用权即使是续
期收费，续期缴纳的费用也不应该等同于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金，前者应该远低于后者。综合
2016年温州的事例，原国土资源部给出的处置意
见是“两不一正常”的方案——“不需要提出续期
申请”“不收取费用”“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
续”。也就是说，温州这批用地是无偿续期。对
此，相关人士还表示，住宅用地 70年使用权到期后
以温州为先例，不收取费用，也不无可能。当然，
具体如何规定？未来将会出台详细的法律法规，
大家不必担心无法可依，更要相信国家会考虑绝
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另外，民法典还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期限届满
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法
对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

相应的出让金。
杨硕坦言，由于房产是居民一生中最重要的

财产，所以自动续期体现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
保护，其意义不仅在于明确权益，更在于稳定长远
预期。有句法律谚语叫“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
说人们只有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无后顾之忧，才会
积极主动地去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积极热情地投
入到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和创新发展之中，从而推
动社会全面进步。 （成全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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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会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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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每一件小事，那就是大事情。
积极回馈群众每一起诉求，这是我做交
警的初心。”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
属一大队警官李钢锋对记者说。

李钢锋主要负责大队的法制、宣传
以及政工等工作。2016年获得“全省公
安机关执法示范标兵”荣誉称号，2019
年被评为“三秦最美人民警察”。

“交警的宣传工作首先要有意思，才

能有意义。”李钢锋说。他总是想办法、
出点子，把枯燥乏味的交通安全知识、条
款，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内
容和形式，积极去“迎合”大众口味，让
宣传效果达到最大化。

2017年“122”全国交通安全日期间，
为了创新宣传形式，李钢锋组织大队民
警排练了大型交警“快闪”节目，在当地
及交警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这段视频
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 300万次。

2019 年上半年，李钢锋和同事们还
策划拍摄了一部交通安全情景剧《一次
记 11 分是什么体验》，诙谐幽默的情景
剧还原了六大交通违法行为，让群众真
切感受到交通违法行为对自身、他人以
及社会的危害。该情景剧在抖音的播放
量更是超过千万次，评论近万条。

今年 6月，“地摊经济”兴起，李钢锋
立即组织民警在辖区人流量较大的广场
也去“摆地摊”。他设计了“交通安全飞
行棋”，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游戏当中，
群众参与度极高。这一创新做法得到了
省交警总队、省公安厅的赞许。

“我希望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到老
百姓的耳中、眼中、脑中，让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得到保障。”李钢
锋如是说。

在延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国家 5A级景区”期间，李钢锋与同事
们结合“三个不发生”创建活动及大队
工作实际情况，利用大队官方微博、微
信公众平台“平安延安”，大力宣传安
全、文明交通理念。在他们的努力下，

“平安延安”的影响力长期居于全省地

级市政务微信公众号前列，宣传力度在
全市遥遥领先。

为了更好地打开工作新局面，他积
极探索，开发新的宣传阵地和宣传模
式。记者了解到，一大队现在有微信订
阅号、服务号，新浪政务微博号，今日头
条号，美篇号等自媒体宣传平台。同时，
微信服务号还可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
为老百姓提供监督平台。

李钢锋深知，公安工作面对群众，既
需要自身素质过硬、严格执法，更需要融
入人性关怀、理性平和。他不断提高自
己的文明执法、热情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努力创建“圣地交警第一张名片”。

“他心里总是装着群众，无私无畏，
做事细致入微。”同事和老百姓对他这样
评价。 本报记者 牟影影

爱动脑子的法治宣传“潮人”
——记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警官李钢锋

弘扬劳动精神
奋力追赶超越
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篇

西藏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既神
秘又令人向往的地方。65岁的胡宝
全，年轻时就有一个进藏梦。前不
久，他骑着自行车，历时 58天，行程
5838公里，往返西藏。“虽然此次骑
行历经风雨，但让我终生难忘。”7月
5日，才从青藏线返回宝鸡市的胡宝
全激动地说。

退休之后加强训练只为圆梦

胡宝全是宝鸡市某企业退休职
工，年轻时就有走进西藏的梦想，但
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和机
会。退休以后，胡宝全有了充足的
时间，更想实现梦想。去西藏，首先
身体素质要过硬。为了将身体锻炼
好，胡宝全从去年 3月开始，每天坚
持爬山、跑步、骑行。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锻炼，他
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
今年三、四月份，他便和骑友们探讨
骑行路线及日程安排，并制订出完
备的骑行计划，为“圆梦”做好一切
准备。

一路骑行历经风雨不言放弃

“我是和一位骑友出发去西藏
的，但由于对方体力不支在途中退
出，因此只有我独自前往。”胡宝全
告诉笔者，5月 8日他出发，骑行到
成都后，沿 318国道进藏，回来时沿
109国道出藏。由于自己从未到过
高海拔地区，进藏途中，在他骑行
到海拔将近 5100 余米的东达山时，有了轻微的
高原反应，呼吸困难，浑身疼痛且使不上劲，腿
很难迈开，自行车都是推上去的，晚上要张大嘴
巴喘着粗气睡觉。

不仅身体上饱受“摧残”，就连天气也来“添
乱”。胡宝全回忆说，最恶劣的天气是返回时途经
沱沱河保护区，当天连着遇到三次风雪冰雹天气，
那里全是戈壁滩，路上行驶的基本都是大车，连个
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大风几乎要把人刮跑，黄
豆大的冰雹砸得人生疼，没有办法，他只好在路基
下躲避。虽然天气非常恶劣，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一路骑行，不仅有骑友的关爱，更有家人的牵
挂，每次想到这些，他就会鼓足力气，继续前行。

西藏之行既是经历也是财富

“历经风雨方能见彩虹，尤其是当站在‘万山之
祖’——昆仑山上的那一刻，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此
次西藏之行，不仅是挑战自我的一次旅程，更是圆
了我年轻时的一个梦。”说话间，胡宝全激动的泪
水浸湿了眼眶。他说，途中偶遇的互帮互助的骑
友、沿途所看到的绝美风景，以及遭遇的恶劣天
气，这些点点滴滴都让他刻骨铭心，也将作为宝贵
财富，不断激励自己前行。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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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心萍）日前，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印发
《关于开展“快递进村”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决定在 6个省（区）和 15个市（州）组
织开展“快递进村”试点工作。

6个省级试点为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
安徽、青海。15个市级试点为太原、吉林、济宁、
驻马店、黄冈、郴州、防城港、海口、资阳、黔南、玉
溪、西安、延安、银川、哈密。

据介绍，开展此项工作的目的是在试点地区
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快递发展经
验，推动快递服务直投到村，力争到 2022年底，符
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

《通知》明确，统筹推进县、乡、村三级快递物
流体系建设，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重点推进
快递服务直投到村。推动农村快递末端基础设
施地方事权有效落地，加大政府在农村快递发展
上的投入。推动农村快递与邮政、交通、电商、供
销合作等领域资源共享、设施共建。提升农村快
递网点生存能力，保障农村快递网络稳定。

“快递进村”试点在西安等地启动

本报讯 考试结束后，考
生和老师们是否有出游计
划？据悉，西安纺织城客运
站和关山草原景区为你们
送福利了。

7 月 8 日至 8 月 31 日，
2020 年应届中考生、高考生
持本人中考证、高考证，教
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在纺
织城客运站人工售票窗口

持有效证件及身份证，可享受金丝峡往返
直通车半价优惠，即 46.5 元即可往返西安
和金丝峡景区。返程请提前两小时电话预
约，返程票 7日内有效。

7月 10日至 9月 1日，凡参加 2020年高
考的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来关山草
原景区旅游观光，享受免门票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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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景区
为考生教师送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