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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新闻
瑞士联邦议会 10 月 23 日换届选举
瑞士公民在 2011 年 10 月 23
日举行了全国公民投票, 选举 200
名联邦下议院 (Conseil national) 议
员和 46 名上议院 (Conseil des Etats)
议员。瑞士联邦议会议员任期四年,
可以连选连任。选举结果, 右派和
左派基本维持 2007 年水准, 但中间
各党派席位有增有减。
与瑞士联邦议会换届同步进
行的是联邦政府的换届。尽管瑞士
政府是联合政府的性质, 但是组成
联合政府党派的比例关系, 受联邦
议会政党比例构成的影响。据瑞士
媒体估计, 10 月 23 日联邦议会选举
结果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联邦政府的
2007 年和 2011 年瑞士联邦议会议选举结果图示比较
构成。也就是说, 联邦政府依然会
继续奇妙配方模式 (右派 2+左派 2+中间派 1+1+1)。
消息来源: 经本刊编辑部采集于瑞士媒体报道

瑞士富人居世界第三位
据瑞士媒体报导, 以五千万美元为标准, 在世界诸国中, 瑞士排列在美国, 中国之后, 富人
人数名列世界第三位。
消息来源 : 瑞士法文报纸 LE TEMPS, 2011 年 10 月 20 日, 第 21 页

瑞士诺华在瑞士境内裁员 1100 人
据瑞士媒体报导, 瑞士制药巨头诺华 (Novartis) 在即将到来的三到五年内,将裁员 2000 人,
仅在瑞士境内裁员人数就达 1100 人。位于瑞士沃州 Prangins 的工厂将完全关闭, 这将对沃州产
生极大影响。诺华 (Novartis) 关闭瑞士境内的生产机构, 目的是非本土化, 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另
外一个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开设一个 700 人的新厂。诺华此举, 有诸多因素, 既有远期市场经营
战略的考量, 也有短期瑞士法郎坚挺, 冲击瑞士生产成本的原因。
消息来源 : 瑞士法文报纸 LE TEMPS, 2011 年 10 月 26 日, 第 1 和第 3 页，经本刊剪辑
编者语 - 瑞士制药巨头诺华这次裁员并非因为经营亏损, 而是为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将来赚取更多利润。为此, 不
惜牺牲瑞士境内 1100 名员工家庭和社会利益。对此, 法律形成空白, 缺乏对赢利企业裁员进行制裁的规定和手段。
其实, 瑞士法律也并非天衣无缝, 看来需要改革, 以更好地协调企业利润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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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态
中国将使用含指纹信息的新身份证
人民日报记者刘晓林报道,10 月 24 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审议的居
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应当登记指纹信息。
草案同时规定,依照居民身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 (简称«一代证»)将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
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向会议做草案说明时表示,在居民身份证中加入指纹信息,国家机
关以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可以通过机读快速,准确地进行人证同一性认
定,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效防范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以
及伪造、变更居民身份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并在金融机构清理问题帐户, 落实存款实
名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消息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 年 10 月 25 日第 4 版

法律知识
什么是

«不动产(房产)抵押凭证» ? (Cédule hypothécaire)(下)

其次, «不动产（房产）抵押凭证 » 是一个房屋贷款的担保凭证。购房人向银行贷款买
房, 银行在审查申请人资质后, 特别是申请人偿还银行贷款能力后, 决定给予申请人贷款。此时,
申请人除去以自己未来的收入作为偿还贷款条件外, 还必须给银行一个偿还贷款的保证。这个
保证可以两种物权抵押形式实现 :
第一， 申请人有企业资产或有其它物权资产用来抵押。
第二， 申请人以将要购买的房产本身用来抵押。
对于无其它资产或物权的购房人,只能选择第二种抵押方式。
偿还贷款抵押担保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
直接抵押担保, 即将银行贷款直接植入 «不动产(房产)抵押凭证 »之中。这种作法在二十
世纪初盛行, 后逐渐被间接抵押担保所取代。
间接抵押担保, 即 «银行贷款合同 »与 «不动产(房产) 抵押凭证 »分别存在。 «不动产
(房产) 抵押凭证 » 交由银行保存。在没有发生任何风险时, 银行对该不动产(房产)不具有产权,
仅具有不动产(房产)的抵押权。在发生贷款人不能偿还支付贷款情形时, 银行可以通过拍卖被
抵押的不动产(房产)收回贷款。
通过上述介绍, 我们可以发现 «不动产(房产) 抵押凭证» 实际发挥了房产证的作用, 尽管
这两个文件的性质和名称不同。
全文完
-

本刊编辑部

社会人生
钱包鼓了, 为何快乐少了？
调查表明,随着社会竞争加剧,焦虑正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
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不久前,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通过对 1000 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
地离我们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快乐减少,焦虑剧增,外因源于目前社会正处在
变革转型时期,竞争加剧,生活压力加重,人际关系复杂。人们为下岗失业而焦虑,为找不到称心
工作而焦虑,为挣不到丰盈收入养家而焦虑,为子女考不上名牌大学而焦虑,为家庭磨擦、上下
级关系不和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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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一钟担心,害怕心理,使人思维混乱,精神虚散,缺乏信心,产生烦躁、不安、恐惧情
绪,直至心理变态、扭曲,严重危及健康,加速人的心理和生理衰老。如果焦虑症长期得不到有
效医治与矫正,极有可能产生自杀甚至报复社会,残害他人生命的极端行为。
变革时期的公民焦虑症既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病,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
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从大环境讲,减轻公民焦虑的唯一途径是积极构建和谐、公
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三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十倍,地区之间
差距在二倍以上,基尼系数临近 0.5 红线。这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构成人们危机感和焦虑症的原
因之一。医治焦虑症可以通过心理与疏导和社会心理抚慰释解压力,需要全民全社会参与, 形
成良好的社会公信、公德环境。
文章来源 : 人民日报 海外版, 尹卫国 署名文章 2011 年 9 月 13 日, 第 5 页, 经本刊剪辑

信息交流
信息平台
为活跃华人社会，交流信息，方便大家在瑞士生活，工作和学习，我们专门设立了分类广告
栏。如租房，买房，卖房，教师授课，寻求服务，华人企业，餐厅转让等等。根据广告尺寸，最低
收费 20 瑞朗。希望大家以最少费用取得最大效益，达到目的。欲刊登广告信息的朋友，请在每月
25 日前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登出。

乔布斯催生中国新计量单位
乔布斯病逝当日，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微博上声称，苹果公司最好的纪念就是大
量生产 1000 元人民币以下一部的 iPhone 和 iPad，让更多人用上苹果产品。网友随即进言，请
潘石屹推出每平方米售价在 1000 元以下的房子，「十几亿人都会纪念你」。创意无限的网友
又设计了「潘币」，这种注明由 SOHO 中国地产银行发行的买楼货币，印有潘石屹头像，面
值是「一潘」。「你所在城市的楼价是几潘？」如今已成了热门问候语。有网友直斥：「乔帮
主的产品让我们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快乐，潘石屹们的高房价产品，则让我们越来越浮躁越来越
痛苦。」
也有网民有感于楼价高悬，「一潘」计量单位太小，因此推出「一任」单位，即每平方
米一万元，借用的是北京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的名号，任志强曾多次公开批评总理温家宝调
控房地产的政策，有「地产大嘴」之称。
向乔布斯抽水的，不只有地产商，也有地方政府。浙江省宁波市宣布，将投入 5,000 万
元，在五年内培养 1400 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即乔布斯式科技精英。以此计算，培养一
位乔布斯的成本只要 35700 元。于是，「一乔」这个新计量单位也诞生了。对于幻想以区区数
万元去培养中国的乔布斯，网民们最清楚：乔布斯是用钱培养不出来的，那是一个时代和社会
制度的产物。为什么乔布斯出在美国而不是人口超级大国中国呢？就如熊猫只有四川才有一
样，那里的气候土壤不一样。」
消息来源: 香港苹果日报, 2011 年 10 月 16 日讯

中国近半数千万富豪考虑移民
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
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已经达三分之一，同时，有 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
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
中国富豪发家靠地产
胡润认为，对比今年“胡润百富榜”1000 名上榜富豪和全球前 1000 名富豪可以发现，中国
富豪在财富来源上与全球富豪有明显区别。中国有四分之一富豪的财富来源于地产，而全球富
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占比还不到十分之一。在制造业比例上，中国也明显高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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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富豪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于金融与投资，而中国在这一行业中的比例与全球相差甚
远，另外,在娱乐与文化以及零售行业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

海外投资以地产为主
报告显示，受访的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三分之一。海外资产在其投
资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 19%，投资以房地产为主。而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
有将近 30%的人在未来三年有海外投资计划。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
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进行海外投资是
为了移民。
消息来源: 广州日报记者周裕妩撰稿, 本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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