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对三星、LG 以

及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 6 家大型液

晶 面 板 生 产 商 给 以 3.53 亿 元 的 处 罚 。

TCL、创维、康佳、长虹等 9 家国内主要彩

电企业已收到了 1.72 亿元退款。这是我

国历时 6 年调查，首次对境外企业价格垄

断行为作出的处罚。海外舆论认为：“此

举显示，北京方面如今是对抗全球卡特

尔的一支力量。”

“卡特尔”这一舶来语，通常是指生产

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获取高额

利润，秘密达成有关协议形成垄断性的企

业联合。2001 年至 2006 年间，韩国三星、

LG 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中华映

管、瀚宇彩晶 6 家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

合谋操纵液晶面板价格，在中国大陆实施

价格垄断行为，具有明显的卡特尔特征。

据悉，这些企业涉案液晶面板销售数量合

计 514.62 万片，违法所得 2.08 亿元，不仅使

大陆彩电企业饱受“缺屏”之痛，而且严重

损害消费者利益。政府有关部门采取国际

通行做法对这种垄断行为予以反击，是在

开放型经济新形势下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

标志性举动，得到了海内外的一片掌声。

在充分肯定反垄断之举积极意义的同

时，对国内彩电企业陷入被动的深层原因

也应予以高度关注。

长期以来，掌握液晶面板核心技术的

曾经只有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企业，

分别占据全球 50%、10%和 30%至 40%的市

场份额。大陆彩电企业虽然提供占全球

近五成的液晶电视产量，但前些年液晶面

板全部依赖进口，这是我们备受垄断之苦

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为了打破这种

受制于人的困境，企业纷纷斥巨资建设大

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有消息说，目前已

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四大

平板产业集群，拥有 4.5 代及 5 代以上面板

生产线各 8 条。这种投资扩张行为是否具

有技术和市场的超前性、会不会导致新的

产能过剩，有可能成为反垄断之后遇到的

新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我们在加快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进程中，亟须最大限度地释放改

革红利，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

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企

业应超前加强技术研发储备，改变过度依

赖海外现有技术进行简单集成的传统做

法，避免重走产能扩张的老路。这样，我们

在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

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中，才能争取更大主

动。这是在加强反垄断的同时，应当加紧

解决的新课题。

（本文执笔： 吕立勤）

反垄断“掌声”中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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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水专家”夫妇 20 年不喝自来水的

新闻引发热议。后来，这对专家又作了进

一步解释，除了对水质可能存在的隐患有

担忧，选择水的过程如此精细也与他们个

人生活习惯有关。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北

京市水务局有关负责人相继作出回应：北

京市建立了从源头到龙头的全过程水质监

测控制体系，自来水水质达到国家饮用水

标准，是可以放心喝的。

这里提到的国家饮用水标准，是指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开始全面强制执行

的《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GB5749 －

2006）》。这是 1985 年制定生活饮用水标准

后，20 多年来第一次提标，水质指标由 35 项

增加到 106项。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

中心主任邵益生指出，2011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会同有关单

位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水能力 80%的自来

水厂的出厂水进行了抽样检测。按新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出厂水质达

标率为 83%。而 2008 年至 2009 年间对全国

4457 个城镇自来水厂的普查，按新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城市自来水厂出厂

水质达标率为 58.2%。

也就是说，在新标准的引领下，我国城

镇供水水质正在逐步提高。然而，按照抽

样检测水质达标率 83%计算，依然有 17%的

出厂水质不达标。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水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应对这样

的挑战，切实保障水质安全，应该从严格执

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做起。

而按照这一标准，哪些城市的自来水

厂水质是能够令人放心的，又有哪些城市

的自来水厂没有达标，不合格原因在哪

儿？应该如何改进？这些信息都应该让公

众知情，各地水质监测结果也不妨按月拿

出来晒晒。只有加强监测，实事求是地公

开结果，才能消除人们的担忧，才能督促相

关部门做好饮水安全的保障工作。

此前，反映空气质量的指标 PM2.5 受到

人们的关注，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门积极

回应，增设了许多新的检测设备，并及时向

公众公开监测结果。水质也应像 PM2.5 一

样，有关部门在加强监测力度的同时，全面

公开监测结果。

另外，饮用水从水源地到最后的水龙

头，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依靠 106

项指标的硬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专

家指出，管网的“二次污染”和二次供水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不容忽视。由于居民小

区内的二次供水设施主要由开发商负责，

开发商为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物业公司懒

于维修的情况都多多少少存在。有关政府

部门应加大对供水管网的监管力度，采取

有力措施保证居民小区内管网、水箱等的

定期清洗、改造。

水 质 监 测 结 果 也 该 常 晒 晒
亢 舒

被我国药企无奈之下视为“鸡肋”的

儿童药品市场，长期以来便成为少数外

企以及合资企业的“肥肉”。要解决儿童

药品市场存在的问题，提高企业积极性

尤为重要。此外，还应制定科学合理的

儿童用药法规，规范儿童药品市场

水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马

虎。相关安全信息应该让公

众知情，各地水质监测结果也

不妨按月拿出来晒晒。只有

加强监测，实事求是地公开结

果，才能督促相关部门做好饮

水安全的保障工作

海南春节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为防止

酒店价格过高，海南三亚日前推出“最严限

价令”，要求旅游饭店标间客房最高限价为

5000元/间/天。

近年来，三亚市春节旅游市场连续数

年发生欺客、宰客、出租车难寻等闹心事

儿，不断有游客给海南省相关政府部门写

信投诉，新闻媒体也曾多次曝光，但各种问

题仍不断发生。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相关旅游管

理部门花拳绣腿式的工作作风，是顽症久

治不愈的原因之一。每当游客投诉、媒体

曝光或领导批示后，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往

往就开会传达，或者公布几条惩治措施，但

事情一过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当然，为防宰客事件的发生，三亚市旅

游管理部门也动了一番苦心，比如出台电

子秤、电子监控等措施。但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这些方法和措施在出台时就明白了

是治标不治本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心

思宰”的问题。

最近，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悄悄来到

三亚。他乘坐出租车，向司机请教应对打

车难的良策；到海鲜大排档与游客、摊主、

行业协会交流沟通，共同寻找治本之策。

一级做给一级看。春节即将来临，三

亚各级旅游管理部门正在全力以赴迎“大

考”。但愿省委书记的身体力行能对三亚

市旅游管理部门有所启示，多深入一线、多

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扎实工作。

网络新闻娱乐化不但破坏了公民对于新闻真实性的

认知，打乱了正常的新闻传播秩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

了冷漠自私和玩世不恭的社会不良风气，让本来和谐的

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环境受到严峻挑战。如果传播内容

涉及国计民生，涉及党政军事，或许这样的娱乐化的危害

会更大，损失更难以挽回。

在高举网络立法的大旗之后，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

识到，网络水军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嚣张气焰该终止，网

络新闻的娱乐风该好好刹一刹了。这不仅是维护现实世

界真实、诚信的需要，更是确保其他新闻报道客观、严谨

的要求。只有打掉山寨的“李鬼”，才能确保新闻的生命

永续。只有净化网络新闻传播环境，才能更好地为网民

提供信息服务，为现实社会弘扬礼法正气。

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城市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逐步实现

跨市域公共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

显然，这项政策的推行有利于加强城

市公共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城市道路交

通管理系统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提高

服务效率。当本地城市发行的一卡通能够

在加入互联互通平台的其他城市刷卡消

费，同时持卡人可享受当地刷卡的优惠政

策时，“绿色、安全、畅通、便捷、实惠”这 10

个字才能逐渐融入你我的生活。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一卡通”的互联

互通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普及推广还需要

一个过程。在这期间，如何协调好各方利

益，让政府的政策顺利推行、让企业的权益

得到保证、让百姓刷卡更加便利，都在考验

着政策执行者的智慧和能力。

我国智能交通起步于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已在开展集成服务和规模化应用示

范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居民越来越

多地感受到智能交通技术和产品带来的服

务。但是，智能交通目前仍存在应用的整

体效益尚未体现、服务效能还不能满足需

求、可持续发展机制不甚完善、技术和标准

化滞后等一系列问题。

有专家指出，智能交通要从技术引领

发展的阶段，向依靠市场和社会资源，技

术、应用和资本共同引领的发展模式转变。

首先是标准确立和系统改造升级的推

广工作。目前，“一卡通”已初步建成具有

10 多项国家、行业标准的标准体系。只有

做好这一体系的推广升级，才能筑牢“一卡

通”全面推广的基础。

其次是结算方式的安排和统筹。目

前，“一卡通”在已经试点的部分地区出现

了推广难、部分地区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如何保证设备改造的资金投入，保证商家

的积极性，当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此外，不妨围绕民众关心的衣、食、住、

行、购、医等方面利用“一卡通”提供更多便

利，推进“一卡多用、一卡通用”。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推动

医药产业集中度提升，力促形成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

企业，推动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药上市。其中，

作为我国医药产业“软肋”的儿童药产业亟须破除瓶颈，

做大做强。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最新预测，未来我国儿童用药销售额将继续保持年均两

位数以上的增速，预计到 2015 年达到 669 亿元。我国儿

童药品市场潜力巨大，然而，数千家药厂中生产儿童药品

的屈指可数，有足够科研实力、能自主研发儿童新药的专

业药厂更是寥寥无几，造成 90%的儿童药市场被为数不

多的外企瓜分。同时，儿童药企的匮乏还直接导致国内

市场 90%的药品无适用于儿童的剂型，部分特殊药品甚

至供应短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内诸多药企将如此大的“蛋糕”

拱手让给外资企业？

看似足够让人幸福得晕眩的庞大儿童药品市场，在

国内现有市场环境下，潜在市场份额只是一堆苍白无力

的数字。此中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儿童药研发成本过高

且工艺复杂、周期长。从项目确定到研发，一种专门适用

于儿童的新药的费用往往不是一家药企承担得起的，企

业往往面临投入巨大回报甚微的局面。其二，临床试验

难。独生子女时代，找“小白鼠”的任务异常艰难。而对

于任何一个药物，没有临床试验数据作支撑，是得不到国

家食药局的批准的。其三，政策有瓶颈。在儿童药品研

发、流通、使用、定价、招标等方面，少有优惠政策。

在以上这些不利因素的掣肘下，国内药企要想与在

良好政策环境推动下的外企“掰手腕”，也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被我国药企无奈之下视为“鸡肋”的儿童药品市

场，长期以来便成为少数外企以及合资企业的“肥肉”。

要解决儿童药品市场存在的问题，提高企业积极性

尤为重要。从安全用药的立场考虑，有关部门需要明确

规定相关政策补贴，鼓励国内药企参与儿童药品研发；在

简化审批程序的前提下，对参与研发生产儿童药品的药

企进行扶持；在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儿童药品经临床检

验推向市场后，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让更多

的药企投入到儿童药品的研发生产中。

此外，还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儿童用药法规。有关部

门要加强立法和加大执法的力度，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

增加对儿童药品的规定，制定合理科学的用药法规，促进

儿童药品的开发，规范儿童药品市场。

花 拳 绣 腿 当 休 矣
何 伟

事件回放：眼下，以门户网站微博、移动互联网论
坛以及传统 BBS 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环境十分热闹，从肯
德基“速生鸡”事件到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的曝光，从
河南兰考火灾到郑州“房妹”现身，网络爆料人的身影似
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热衷网上“灌水”的“推手们”不但
善于刨根问底、调侃幽默，更善于杜撰和炒作，颇有娱乐
圈名记者的风范。

狠刹网络新闻娱乐风
周 琳

三言两语——

“一卡通”推广
还需循序渐进

冯其予

“一卡通”推广
还需循序渐进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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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国政府采取国际通行做法对境外大型液晶面板生产商的价格垄断行为予以反击，是在开放型经济新形

势下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标志性举动，得到了海内外的一片掌声。但是，我们更需要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地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国内彩电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关注话题——反垄断“掌声”中的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