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记者从前天召开
的上海市交通安全工作会议上获悉，本市
机动车登记注册已达251万辆，其中私人
小汽车119万辆，机动车驾驶人达到524万
人，各类非机动车近843万辆。

去年因交通事故死亡944人
会议透露，去年本市共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2085起，死亡944人，受伤1749人，同比
分别下降0.43%、3.48%和2.35%。尽管2011
年的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继续保持下降态势，但由于交通需求
持续攀升，本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面临的
形势依然严峻。

为此，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部门
2012年要重点抓好进一步推进“ 文明交通
行动计划”、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执法整
治力度、进一步突出交通安全源头监管合
力等工作。同时还要不断增强各项工作合
力、不断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不断落实运
输单位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上海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畅通、和谐。

备案登记停车位仅36.8万个
据悉，目前，本市机动车登记注册已

达251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119万辆，机
动车驾驶人达到524万人，各类非机动车

近843万辆。然而记者了解到，本市备案登
记的公共停车场（ 库） 经营总泊位数仅
36.8万个、道路停车泊位约3.2万个。上海
公安、交通、房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
示，目前本市中心城区停车泊位大约78万
个，缺口高达36.7万个，缺口比例为32!。
其中，居住小区车位缺口27.2万个，缺口比
例37!；办公、商业车位缺口10.4万个，缺
口比例26!。

另据了解，市建设交通委主任黄融
透露，本市将积极研究综 合 性 的 治 堵
措施，确保全市交通拥堵 状 况 不 进 一
步加剧，今年将适度控制 私 车 牌 照 年
投放总量。

上海私家车达119万辆 备案登记停车位仅36.8万个
今年将适度控制私车牌照年投放总量

普宅新标执行首日 交易中心未见集中办理
购房者：省下的税费好买一辆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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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交易中心“ 爆棚”
昨天上午9点，闵行区房产交易中心

刚开门不久，就迎来了首位办理者。“ 其实
我昨天就打算来了，但得知今天来这套房
子就算普通住房了，所以特地赶在今天
来。”盛老先生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正式开门营业前，已经有
一些中介在门口等候预约的购房者前来
办理过户。“ 这些都是年前累积下来的单
子，今天新标准正式执行了，心急的客户
都安排在今天办手续。”现场，一名中介置
业顾问抱着一堆资料袋在门口等候客户。

“ 这些都是在160万元以下的房源，全部都
是普通住房标准，有几份都是延后一个月
的。” 据了解，为了能够快速进行送审缴
纳，该中介门店还安排了4个同事帮助排
队和引导。

“ 原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没想到人并
不多。”陈先生表示，自己在1月初的时候
购买了一套87平方米的房子，总价141万
元。“ 按照原来的标准，这样的房子都不算
普通住宅，契税要交2万元左右，按照今天
执行的新标准，契税就少了一半。”拿着刚
刚缴纳的契税单，陈先生笑着说。

黄女士新购的房产在浦东金桥，她表
示，以200万的房子来说，按新标准，根据契
税、差额营业税等费用的优惠，作为下家的
她大概可以比原先节约10万左右。“ 省下的

钱，都好买辆车了。”黄女士开心地表示。
不过，记者了解到，虽然有部分前期

积压的购房者选择首日办理，而一些中介
公司也派员组团协助办理，但由于工作日
缘故，闵行、徐汇、普陀等房地产交易中心
交易过户的购房者并不是很多，前来办理
过户缴税的购房者可以随到随办。只有浦
东房产交易中心，作为“ 交易大区”，昨天
出现相对爆棚场景，高峰时，一些市民缴
税需排队等候。工作人员预计，本周末可
能会出现过户小高峰。

效应其实已经提前显现
对此，德佑地产研究主任陆骑麟说，

新普通住房标准开始实施，部分前期延后
交易的客户也开始正式交易，但由于一、二
月实际成交量并不是很多，很多客户是在
新标准准备出台时才开始看房选房，前去
办理过户的客户不多，这也在情理之中。

记者同时了解到，由于前期消息已经
消化，普通住房新标准实行当天，市场上的
二手房询问量、成交量并没有太大变化。

21世纪不动产上海区域分析师黄河
滔表示，普通住宅标准的变更对二手交易
环节双方的确省下不少税费，但属于长期
固定政策，此前签订意向合同的购房者未
来可根据自身情况前往交易中心办理缴
税过户业务，并非一定要扎堆于3月初，故
首日各区交易中心反响实属正常。

市二手房指数办公室昨天发布了今
年2月上海二手房指数，环比下跌0.07%，
跌幅比上月降低0.05个百分点。在连续5
个月下跌后，上海二手房指数跌回一年
前。二手房指数办公室认为，春节后一手
房市场再现“ 以价换量”，但二手房市场
延续冷清，不过，正呈现成交逐渐回升的
态势。

2月，市区全部8个区下跌0.07%，跌幅
比上月降低0.08个百分点。随着楼市调控
向深度延伸，市中心高端物业抛盘量明
显增多，且以投资客抛售居多，议价空间
也较大。但由于高端物业买卖不在新普
通住房标准放宽、首套房贷松动等优惠
政策“ 普照”范围内，只有满足好房、价
格又有松动的基本条件，才会打动改善
型实力买家出手。而总体来说，高端二手
房源的降价动力依然不足。2月市区中低
端市场成交房源多为婚房和置换需求，
150万-200万元的次新房受关注度较高。
普陀、虹口以及宝山等地2月带看量明显
增多。

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卢燕 通讯员 施
坚轩 昨日，本市正式实施“ 行贿档案查
询制度实施办法”。“ 在本市申请参加政
府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都须经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上海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

《 上海市政府采购和建设工程招投标领
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实施办法（ 试
行）》（ 下称“ 实施办法”） 对此作出规
定，这在全国省级地区尚属前列。

“ 实施办法”规定：供应商申请加入
本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的，应及时声明无
行贿犯罪记录；如经查3年内有行贿犯罪
记录，将不予入供应商库，已入库的须定
期复查，如有行贿犯罪记录3年内不得参
加政府采购；参加建设工程公开招标、邀
标的企业和相关人员，2年内有行贿记录
的取消参与投标资格。

本“ 实施办法”依托的行贿犯罪档案
查询系统是上海检察机关结合查办职务
犯罪案件所建立的行贿犯罪数据库，现已
实现全国检察机关联网，并在闸北、闵行
等区试点中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记者从前天举
行的2011年上海市“ 企业诚信创建”活动
总结表彰会上获悉，目前本市已有近160
家行业协会参与上海市“ 企业诚信创建”
活动，建立近100家行业诚信建设管理平
台，超过8000家企业在立体化的监督机制
下进行诚信创建并建立档案。会上，上海
市企业诚信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同时启动，
标志新一轮覆盖面更广的企业将加入诚
信创建队伍。

昨天是本市调
整普通住房标准的
首日，上海房地产
交易中心将按照新
的普通住房标准开
始执行契税等税种
征收。记者走访浦
东新区、闵行区、普
陀区、徐汇区等房
地 产 交 易 中 心 发
现，不乏卡准了时
间前来办理过户的
市民，更是有心急
客一早等过户。工
作人员表示，由于
有部分客户先签约
等3月 1 日 以 后 再
过户，本周末可能
会 出 现 过 户 小 高
峰。

本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潘王平

二手房指数
连续5个月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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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正在咨询相关税务政策。 本报见习记者 丁嘉 摄

本市政府采购
须经行贿档案查询

上海高院举行
“ 双模”表彰大会

近百家行业建立
诚信建设管理平台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卢燕 日前，上海
高院举行“ 全国模范法院”闵行区人民法
院、“ 全国模范法官” 马超杰同志先进事
迹新闻发布会。

据悉，多年来，“ 全国模范法院”闵行
区人民法院圆满完成年近3.6万件案件的
审理任务，多次荣立集体一、二、三等功，
连续四次被评为“ 上海市文明单位”，
2008年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全国优秀
法院”称号。在沪上首先建立了“ 社工陪
审帮教衔接”、“ 未成年被害人救助绿色
通道”等工作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 全国模范法官”马
超杰说：“ 法官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最需
要时刻牢记不以案小而不严，案小更需
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