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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 日， 万达商业地产与光大安
石、嘉实基金、四川信托和快钱公司签署
投资框架协议，4 家机构拟投资 240 亿元
人民币，建设约 20 余座万达广场。 这标
志着万达商业地产“轻资产”模式正式
启动，万达商业地产将走上“轻重并举”
的发展道路，开创全新的商业模式。

过去万达商业地产创新的城市综合
体模式取得巨大成功， 发展规模和速度
在中国遥遥领先， 已经成为世界行业领
袖，引来众多企业学习和竞相模仿。 城市
综合体模式中商业地产的投资、建设、管

理全部由万达自己完成， 通过房地产销
售收入现金流来投资万达广场， 被称为
重资产模式。 万达商业地产为了长远发
展，经过一年多研发，推出了一种专门设
计的轻资产万达广场模式。 即万达广场
由合作机构专项基金投资， 万达负责设
计、建设、招商、运营，使用万达广场品
牌、“慧云”信息管理系统、电子商务系
统。 这种投资项目资产全归投资方，所获
得的租金净收益， 万达与投资方按一定
比例分成。 万达的轻资产模式没有任何
房地产销售，彻底去房地产化，成为一种

准金融投资行为。 对投资者而言，除了获
得现金回报外， 还可享受投资资产的全
部增值收益。

轻资产模式的推出对于万达意义重
大。 首先，轻资产模式丰富了万达的商业
模式，来来万达商业地产将轻重并举，保
障长期稳定发展。 其次，轻资产模式企业
收入来源于租金分成， 不需通过房地产
销售获得现金流， 可使企业收入不受房
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变得更加安全。 三、
实行轻资产模式，万达不需投一分钱，但
每年获得的收益相当可观， 高于行业平

均水平，可减少资金压力，降低企业债，
大幅提升净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 四、
轻资产模式市场需求旺盛， 正契合了中
国经济发展以依靠内需及消费为主的新
发展模式，有利于企业迅速扩大规模，提
高市场占有率。

轻资产模式的推出标志着万达商业
地产已进入用企业品牌、商业资源、专业
水准赚钱的阶段。 据悉，万达还与多家海
内外大型投行、保险公司和基金洽谈，上
半年有望签约更多轻资产万达广场投资
协议。

万达商业推出“轻资产”新模式
首批 4 家公司签订 240 亿投资协议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记者 15
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按
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再提高 10%，预计将有近 8000 万退
休人员受益。

到 2014 年底， 经过十年连调，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由 2004

年的月均 647 元提高到目前的 2000 多
元。

同时，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提高至每人每月 70 元，即在原每人每
月 55 元的基础上增加 15 元， 提高待
遇从 2014 年 7 月 1 日算起。 这是我国
首次统一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将惠及广大城
乡老年居民和家庭。

此外，国务院决定，将对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再次提
高 60 元，达到人均 380 元。 个人缴费
标准提高 30 元，达到人均 120 元。 新
增资金重点用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最高
人民法院 15 日发布了 10 起法院判决
的行政不作为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
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 这是最高
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就行政不作为案件
进行的通报， 体现了法院依法监督行
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 对政府机
关不作为作出的依法调控。

10 起案例分别涉及城管、公安、工
商以及基层政府机关等与百姓利益密
切相关的部门。 这些部门有的不履行
法定职责，有的拖延履行职责，还有的
履行职责不到位。 其中一起诉公安机
关不作为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

2006年 3 月 3 日凌晨 3 时许，被
害人刘伟洲路过甘肃省天水市麦积
区桥南伯阳路农行门前时，遭到罪犯
苏福堂、吴利强、佟彬的拦路抢劫。

刘伟洲被刺伤后喊叫求救， 个体
司机胡某、 美容中心经理梁某听到呼
救后， 先后用手机于 4 时 02 分、4 时
13 分、4 时 20 分三次拨打“110”电话
报警，“110”值班人员让给“120”打
电话，“120”让给“110”打电话。 梁某
于 4 时 24 分 20 秒（时长 79 秒）再次
给“110”打电话报警后，“110”值班
接警人员于 6 时 23 分 35 秒电话指令
桥南派出所出警。

此时被害人刘伟洲因失血过多已
经死亡。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伟洲系
被他人持锐器刺破股动脉， 致失血性
休克死亡。 2007 年 3 月，天水市麦积区
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 认定天水市
公安局麦积分局“110”值班民警高某
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 被害人刘伟洲的近

亲属张美华等 5 人认为判决以 20%承
担赔偿责任太少、 被告天水市公安局
麦积分局则认为不应予以赔偿， 双方
均不服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李广
宇说， 这一案件明确了公安机关因未
及时出警而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并通
过调解方式妥善化解争议。

《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
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
自由和合法财产， 保护公共财产，预
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因此，
不仅违法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
侵权行为可能承担赔偿责任，因不依
法履行职责、不及时救助群众，造成
人身、财产损害的，同样可能承担赔
偿责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针对墨西哥高铁
重新招标正式启动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15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鼓励中国企业参与
墨西哥有关高铁合作项目，并希望墨西哥政府为
这些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 14 日公布了墨西哥城
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新一轮招标的初步信息，这
标志着墨西哥高铁项目重新招标正式开始。

洪磊表示，中方一贯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
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同有关国家在高铁等基
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

“我们鼓励中国企业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参
与墨西哥有关高铁合作项目，相信这有利于促进
两国共同发展并惠及两国人民。 同时，希望墨西
哥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他说。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15 日专电 养老金并轨
等多重利好齐至，对近期表现弱势的 A 股形成推
升。15 日上证综指在多个权重板块的推动下重返
3300 点整数位上方，录得 3%以上的较大涨幅。石
油燃气板块再度领涨，且整体涨幅高达逾 6.8%。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24.07 点小幅高开， 早盘
小幅回落至 3207.55 点后开始稳步走高， 午后轻
松突破 3300 点整数位。 尾盘沪指以接近全天最
高点的 3336.45 点报收， 较前一交易日大涨
114.02 点，涨幅高达 3.54%。

深证成指表现稍弱， 收盘报 11483.68 点，涨
245.90 点，涨幅也达到了 2.19%。

股指强势走高令沪深两市个股普涨， 仅 600
余只交易品种收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 24 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不足 4600 亿元的总量相比，
沪深两市有所放量， 分别成交 3306 亿元和 1971
亿元。

当日所有行业板块均录得正涨幅。 在“A 股
第一权重股”中石油带动下，石油燃气板块以逾
6.8%的幅度出现在涨幅板首位。 券商保险、银行
两大权重板块紧随其后， 整体涨幅也都在 4%以
上。 传媒教育、医药生物、日用品板块涨势相对较
弱。

14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 400 亿
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
新和产业升级，被市场视为重大利好。 国务院印
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的决定》， 养老金并轨及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不仅利好保险股，也有望为资本市场迎来新的机
构投资者。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共同作用下，A 股
强劲反弹。

企退人员养老金再提高 10%
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首上调，从每人每月 55 元调至 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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