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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评

“淘汰”与“发展”要有机结合

淘汰落后产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必须要将“淘汰”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只有把当前和

长远利益兼顾好了，淘汰落后产能才能真正得到企业的支持，相关工作才能减少阻力、稳妥推进，我国经

济才能在结构调整中甩掉“包袱”迈上更高台阶。

本期“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联席评论”关注话题——“淘汰”与“发展”要有机结合。

核心提示

工信部最近公布了今年第一批淘汰

落后产能名单，分地区、行业和生产线，十

分具体，值得肯定。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

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就要以更大勇气

和智慧对一批落后产能、无效产能“动手

术”，让那些处于过剩恶性循环中的行业

和企业在“刮骨疗毒”中重生。

种种迹象表明，产能过剩的确到了

必须痛下决心治理的地步。钢铁行业的

情况广为人知，年初的时候就有人测算

说 1 吨钢的利润不及 1 公斤猪肉，产能过

剩令钢铁企业的日子难熬。但半年多过

去了，一些地方保护钢铁无效产能、继续

新增产能的情况仍在发生，甚至有相当

多“高炉”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耸立起

来。钢铁只是产能过剩的“冰山一角”，水

泥、电解铝、船舶、平板玻璃等行业的情

况同样严重。产能过剩对企业经营形成

巨大压力。有统计表明，截至今年 5 月底，

中钢协重点统计的钢铁企业中，有近 40

家亏损，亏损面达 44%，户均亏损 2.58 亿

元；铝冶炼行业亏损 3.5 亿元，众多企业

亏损严重。如果现在不采取更严厉措施，

在淘汰落后产能上有所作为，将来必定

要付出更大代价。

但淘汰落后产能远非“淘汰”这么简

单。很多产能与就业、银行贷款、地方短

期利益等紧密相连，砍掉这部分产能对

相关行业、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说，意味着

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意味着伤筋动骨，

有的甚至还意味着需花大气力处理好后

续的职工安置问题。现在不少地方、企业

之所以在淘汰产能上不积极，主要症结

就在于此。

淘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坚定

不移化解产能过剩，必须要将“淘汰”与

“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坚持以

硬措施完成硬任务。淘汰落后产能要真正

落实到位，把落后设备彻底地拆掉，使其

不再具备恢复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加大执

法处罚力度，对弄虚作假的地方和企业，

发现一起严格处罚一起，并按相关规定追

究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已经

形成的产能与适应市场需求、有市场竞争

力的产能区分开来，真正做到淘汰落后、

鼓励先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要把发展置于突出位置。

对于所涉及淘汰产能企业，不是简单关停

了之，而要在做数量“减法”的同时做质量

“加法”，通过对退出企业转型发展的相关

政策支持，提升其核心竞争力。要推动落

实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制度，完善援助机

制，指导做好职工安置，引导金融资源更

多流向相关行业、企业的兼并重组，尽量

减轻退出企业的“阵痛”。

很显然，只有把“淘汰”与“发展”结合

好了，把当前和长远利益兼顾好了，淘汰

落后产能才能真正得到企业的支持，相

关工作才能减少阻力、稳妥推进，我国经

济才能在结构调整中甩掉“包袱”迈上更

高台阶。

（本文执笔：马志刚）

国家工商总局决定自8月15日至11月底，在全国
范围开展不正当竞争专项治理行动，除重点治理商业贿
赂、限制竞争、商业欺诈等行为，还将加大对仿冒知名
产品、生产销售“山寨”产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努力从根源上清除“傍名牌”现象。

【微评】 不是雕牌是“周住”牌，不是脉动是脉

“劫”，不是康师傅是康“帅”傅⋯⋯“山寨”产品傍名

牌，以假乱真，阻碍了品牌企业发展，损害了消费者利

益。这一现象屡禁不止，并非缺少惩罚措施，而是法律

法规未能有效执行。应更加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降低

品牌企业维权难度。同时加大惩处力度，除要求“山

寨”企业停止侵权外，更要追索经济赔偿，情节严重的

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别 纵 容“ 傍 名 牌 ”

继通信、房地产、银行等行业后，快递业似乎正在
成为新的公民隐私泄露重灾区。据报道，快递包裹单上
的收寄人联系方式、收发货地址等信息正在被肆意售
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链条，一笔交易量动辄
上万元甚至数万元。

【微评】 目前，快递市场相应的管理办法大多靠自

律。要消除隐患，执法机关不仅要加大对倒卖个人信息

行为的处罚力度，还要监督快递公司完善技术手段，建

立更加严格的制度，与员工约定泄露信息的违约责任。

对于暗中默许、纵容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的快递企业，要

严厉惩罚。

快递莫成信息泄露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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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明办日前表示，为了倡导文明出行，该部门
正和郑州市交警支队研究方案，拟联合设置物质奖励，分
别对3年、5年、10年内无交通违法记录，且每年行驶里
程数不少于1万公里的驾驶员奖励3000元、5000元和
10000元。

【微评】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是司机必须遵守的要

求，政府部门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为理所应当的守法

行为而设“守法奖”。同时，司机能否做到合法驾驶、

文明出行，主要依靠的是其自身素质和对法律的敬畏，

以及管理部门对文明驾驶的倡导和对违法行为的打击。

有关方面应审慎出台类似规定，将省下来的钱用在更合

适的地方。

这 种 奖 励 不 可 取

“不理旧账”是短期政绩观作祟
胡 艺

近日，一起血豆腐掺甲醛的案件被曝光。犯罪嫌疑
人在4个月时间内，往生产的40万公斤血豆腐中添加
大量甲醛，目的就是能让血豆腐颜色更好看、保存时间
更长。甲醛属于高毒性物质，毒性很强，过多食用会导
致中毒，并增大患霍奇金淋巴瘤、白血病等癌症的
几率。

【微评】 长达 4 个月时间，近 40 万公斤产量，“毒

血豆腐”竟畅通无阻地端上了广大群众的餐桌，折射出

巨大的监管漏洞。如果相关部门监管之手能再前移一

些，管理力度能再加大一些，追责机制能再顺畅一些，

把关意识能再强一些⋯⋯事实容不得假设，安全不容许

闪失。这起食品安全案件再次提醒人们：安全之弦丝毫

也松不得。

绷 紧 食 品 安 全 之 弦绷 紧 食 品 安 全 之 弦

近日，有媒体在部分省份采访

时发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面对政

府债务，往往采取“新官不理旧

账”的态度。某官员坦言：“上一任

借钱搞工程、搞项目，有口碑也有

政绩，本届政府不可能勒紧裤腰带

来为其还债。”

基层债务风险不容忽视，不少

是前任领导上马政绩工程造成的，

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后人来收拾。但

“新官不理旧账”虽然听起来理直

气壮，却经不起推敲。不管是旧债

还是新债，债务都是以政府名义借

的，有借就该有还。

当然，还要对旧债的成因做分

析，避免出现“虱多不痒，债多不

愁”的消极现象。如果能够查明前

任官员与过度负债存在关联，就要

严肃追究其责任，不能让他们拍屁

股走人甚至带债升迁。还要加强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对地方政府举债

比例、数额进行科学界定，把地方

政府举债行为纳入规范轨道。应注

意前移监管关口，给盲目举债套上

制度的“笼子”，让官员不敢随意

负债铺摊子、上项目。

要从根本上解决“新官不理旧

账”的问题，关键是要下决心改革

政绩评价体系，改变单纯“向上负

责”的工作模式，引入多维政绩评

价机制，增加民众对官员绩效考核

评价的话语权。还要让官员对公共

服务、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等承担

更多责任，纠正盲目追求 GDP 的

短视政绩观，不能“旧债未还，又

借新债”。

陶小莫陶小莫作作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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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毁林开荒侵占林地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国

家农林政策不对等、不平衡有关。国家应提高退耕还林、人工造林

的补贴标准，使种粮与务林在经济上有同等收入

日前，国家林业局宣布我国将启动生

态红线保护行动，全国林地面积不少于

46.8 亿亩，森林面积不低于 37.4 亿亩，森

林蓄积量不低于 200亿立方米。

生态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

态用地和物种数量底线。目前，我国生态

安全状况处于安全线以下，生态赤字大、

欠账多，生态问题突出，生态脆弱区面积

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 60%。

森林是最完善的资源库、基因库、蓄

水库和能源库，对维护生态平衡有决定性

影响。大兴安岭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生态

区位最重要的森林生态功能区和木材资源

战略储备基地，是黑龙江、松花江等重要

河流的水源涵养地，是三江平原、松嫩平

原和呼伦贝尔草原粮食和牧业基地的生态

屏障。但是，近些年，在大兴安岭林区非

法淘金、开矿者屡禁不止，特别是非法毁

林开荒和侵占林地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森

林资源的破坏，很多地方出现了林缘后退

的问题。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东南边缘，因为

山势平缓、气候温和、土层肥厚，现在人口

越聚越多。尽管当地的森林管理部门为了遏

制林缘后退、维护林区完整性，与地方政府

积极协调联合，多次开展打击毁林开荒非法

占用林地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农进林退的整体趋势并未根本扭转。

非法毁林开荒侵占林地现象之所以屡

禁不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农林政策不

对等、不平衡有关。近年来，国家支持

“三农”政策连续制定实施，种粮享受的

各项政策补贴远远高于林业，收入高、周

期短、见效快，使得不法分子极易铤而走

险毁林开垦。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加快制

定扶持林业发展的政策，提高退耕还林、

人工造林的补贴标准，对国有林区林缘地

带种植经济林给予特殊扶持补奖政策，使

种粮与务林在经济上有同等收入，这样农

林争地林缘后退的现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此外，还要处理好开发矿产资源、风

电项目与保护森林的关系。林业主管部门

不仅要加强管理与监督，从严控制商业性

勘查项目临时占用重点林区林地，提高矿

山占用重点林区林地准入门槛，还要对项

目选址合理性、用地规模、生态影响等进

行评估，收取高额森林资源补偿费，用以

进行补植等森林维护；对那些勘查、开采

矿藏期满或历史上形成的废弃矿山用地，

有关森林经营单位要及时收回，尽快恢复

森林植被，最大限度减轻矿山资源开发对

森林和环境的破坏。

党的十八大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守住森林这道红线，对实现 2015 年森林覆

盖率达到 21.66%的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日前，有网友曝光一份落款为云南省丽江市甲子村村委会的《通知》，称攀登玉龙雪山只能在景区内指定地

点租羽绒服，导游和游客若在丽江城区租羽绒服将被罚款100元至200元。随后，该村村委会负责人随后表

示，上述《通知》无效，已被叫停，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当地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时 锋）

如 此 生 意

“不落腰包”也算腐败
葛瑞原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但据报道，当

前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当家却不怕柴米贵”，职

务开支花钱如流水。为何？就是因为无论“柴米”

怎么贵，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根本不心疼。

长期以来，不少人存有这样一个误区：不把钱

揣进个人腰包就不算腐败。由此助长了某些领导干

部的肆意妄为，将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

败”。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挥金如土，并且名目繁

多：招待费、交际费、参观考察费等，数额越来越

大，超标购车，违规买房，一餐吃几万元都不在话

下。还有的领导干部在出差时，坐头等舱、住洋

房、出入高档会所、买奢侈礼品，有人对此形容为

“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

超过规定的职务消费，是不折不扣的“职务腐

败”。在单位挤占的是其他干部职工的资源，对社会

而言挤占的是财政资源，这种“挤出效应”消耗了

巨大的国家财富，助长了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很

容易引起民愤民怨，最后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对

于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绝对不能容忍，要加强

权力的监督，使其不敢花，并加强财务的监督，使

其花不着。

“ 政 社 分 开 ”

不 能 简 单 做 减 法
刘英团

北京市民政局日前宣布，该局所属 6 家协会将不

再由民政局拨付工作经费，而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

通过申报公共服务项目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笔者认

为，把官办社会组织从政府部门剥离出去，有利于缓

解财政压力，是探索“政社分开”、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的有益尝试。

长期以来，我国行业协会、研究会、商会的行政

色彩较浓。据统计，我国有行业协会10万余家，其领

导多由政府官员兼任或由退休政府官员担任，“二政

府”不但拥有变相的“行政权力”，还成了一些部门的

“钱袋子”和“养人机构”。北京市民政局此次主动在自

己身上“做实验”，将财政直接拨付转变为政府采购社

会服务，是采取市场化、契约化方式改善公共服务的一

项重要制度创新。

不过，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尽管下属的 6 家

协会“改换门庭”，但还和民政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要确保这项改革达到初衷，避免政府部门习

惯性地倾向于“帮助”某些社会组织，就要使相应的

招投标程序更加透明，加大社会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监

督力度。如果没有充分的竞争对手，或干脆限制其他

组织参与竞争，那么政府购买的服务非但不会“优

质”，还会衍生新的问题乃至腐败行为。

因此，“政社分开”不是简单地做部门整合“加

减法”，其改革成功的标志是社会公共服务得到加

强、群众满意度上升，最终使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够各

就其位：政府部门管规划、管合约、管标准、管招

标、管评估、管质量、管买单，各类社会组织主要是

以其相应资质争取公共项目和政府的资助，提供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