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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向好是当前经济运行主旋律
潘 璠

近日，辽宁省锦州市园林管理处组织机关、松坡公
园、动物园干部职工百余人，出动40余台车辆，对松
坡路外环铁路沿线绿地内多年沉积的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杂草杂物进行了彻底清理。由于长年堆放无人清
理，铁路沿线旁堆积了2米多高的“垃圾山”。

【微评】 铁路沿线无疑是城市的“窗口”，其“颜

值”高低直接反映着一座城市的形象。然而，很多地方

的铁路沿线旁，乱搭乱盖现象严重，甚至有人把铁路栅

栏当成自己家的后花园晒起了衣服，让铁路沿线成了城

市之“疮”。要杜绝这一现象，管理部门应加大对铁路

周边偷倒垃圾的单位和个人的处罚力度、在铁路沿线周

围增加绿化带等等。另外，乘坐火车出行的每一位乘客

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不要让自己手中的垃圾成为

铁路沿线的“疮口”。

莫 让 城 市 之“ 窗 ”变 成“ 疮 ”

“ 样 子 货 ”源 于“ 样 子 监 管 ”

在近日举行的多场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90后应
届毕业生成为应聘主力军。有媒体在现场看到，求职者
中不乏在父母陪同下一起来应聘的。面对用人单位，一
位小伙子的父亲频频发问，小伙子自己索性玩起手机。

【微评】 一个合格的求职者，除了要满足学历、专

业技能、劳动能力等条件之外，还应该具备独立能力、

适应能力、沟通能力等，其中独立能力是基础。“陪子

应聘”暴露出孩子独立意识的缺乏。家长这样做，辛

苦不说，反而可能砸了子女的准饭碗，即使替孩子解决

了眼前的难题，也不能保证他们永远不再碰钉子。家长

们不妨调整心态，转变观念，及时给孩子“断奶”。孩

子们也要摒弃依赖心理，拿出勇气和信心走向社会，即

使失败也不妨当做是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

“陪子应聘”暴露90后缺乏独立意识

据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两家图书馆、博物馆，在
楼梯上搭上木板，贴上标语，就建成了残疾人通道。
然而，这种通道十分陡斜。两家单位承认，这种所谓
的残疾人通道其实是“样子货”，仅仅是为了应付上
级检查。

【微评】 名为残疾人通道，实为“样子货”，不但不

能为残疾人提供便利，反而影响市民上下楼，让人既堵

心又揪心。这样的“样子货”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检

查，也说明相关监管流于形式、不切实际，是“样子监

管”。对此，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增强为残疾人服务的意

识，监管部门也应摒弃形式主义，坚持科学、合理、严

格的监管标准，认真地检查、督导和追责。

银行业需跟上创新节奏
张艺良

近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

了 我 国 首 个 《养 老 机 构 发 展 研 究 报

告》。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养老机构平

均空置率高达 48%。

一方面，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全

社会的养老需求不断攀升，无论总量

上，还是结构上，优质养老机构都极度

稀缺。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空置率却是

居高不下。应对这种结构性差异，亟需

推广精准管理模式，将政府有限的资金

用在刀刃上。

具体来说，不妨对入住老人分类评

级，并以此采取差异化养老服务措施。

比如，对于患病老人，可以入住医护一

体养老院；身体健康能自理的老人，可

以入住以提供养老服务为主的养老院。

同时，则要避免政府资金大包大揽，可

以采用公建民营等形式，出台更加优惠

的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养老行业

中，真正建设一批定位精准、功能差

异、符合实际需求的养老院。

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于民

营养老院的扶持力度还不够，拉大了公

立养老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差

距，使得民营资本并没有享受到同等待

遇。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对养老机

构精准定位，明确自身角色，由裁判员

和运动员一肩挑逐步过渡到只做裁判

员，把机会和市场让给民营资本，而公

办养老的目的主要是“保基本”、“保低

收入”，这样才不会人为加剧对资源的

非正当竞争，形成公立和民办养老院协

同发展的格局。

总之，当以政策激励的方式引导民

营资本参与养老产业，排除民办养老机

构面临的发展障碍，以此培育市场，强

化管理和提升服务，才是公共政策精准

管理的目标。

以政策激励引导民办养老机构发展
唐 伟

当前，国家正在鼓励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城

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形态、商业模式正破土而

出。由于新型的模式有着巨大的潜力，其带动经济发展、

拉动产业升级变革的能力不可估量。正因为发展迅猛，

这类企业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往往十分强烈。

然而，由于新型的发展模式，许多创新企业所涌现出

来的金融需求亦前所未有，传统的银行服务难以与此

对接。

事实上，近几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也在不断创新，

推出各种新型的产品和服务。但相较之下，银行业机构

的创新显得谨慎且循规蹈矩，大多是在已有产品和服务

的基础上，做细微的变动，以适应某一类群体的需求。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银行业机构的谨慎本没有

错，但谨慎和创新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过度的谨慎会

抑制创新的动力，以谨慎为由而牺牲金融业应有的服务

能力和客户体验则更不可取。

随着降息、降准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今年

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量又有进一步的上升。池子不断扩充

后，大量的水应当流向何处，成为调控的关键所在。宏观

的政策最终需要微观机构的配合来落到实处。那些政策

支持、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有蓬勃创新能力的企业，

应当获得更好的服务和更多的支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因此，银行业应当把握和顺应经

济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除了将现有的“商行+投行”、

“表内+表外”的各项金融服务和产品组合应用好，还应

当拓宽思路，在宏观审慎的基础上，创造适合新形势的全

新产品和服务。

伴随民营银行审批设立步入常态化，通过银行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新机制、新体制下的银行业已经有

了更好的创新条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诸如微众银行、

网商银行一类的新型银行业机构，已经开始探索前所未

有的金融服务理念和运作模式。这种趋势必将伴随金融

改革的不断深化日趋显著。

（《农村金融时报》供稿）

蜂蜜是纯天然物质，经过化学加工或添加其他物质的只能称为“蜂蜜制品”。

然而，目前市场上一些价格不菲的“假蜂蜜”，却标榜“纯天然蜂蜜”，不但冲击了

“真蜂蜜”的销售，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假蜂蜜”的横行，主要原因在于我国

具有强制功能的国家卫生安全蜂蜜标准至今尚未修订完成，致使基层打假缺乏强有

力的执行依据。期待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更加切实的产品标准，让老百姓购得明

白，食得放心。 （时 锋）

国家统计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

主要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看

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仍是当前我国

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其特征比其他一些

时期更为明显。

一是经济总量平稳增长。今年上半

年 ， 全 国 GDP 增 长 7% ， 与 全 国 “ 两

会”确定的“7%左右”的预期目标相吻

合，且连续两个季度保持相同增速不

变，表明经济运行整体上态势良好。二

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领域

核心指标增速平稳。三是结构调整稳步

推进。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速为 8.4%，其

在 GDP 总量中的比重有所提升，这显然

是持续推进结构调整所取得的进展和成

果。四是价格波动幅度较小。2 至 6 月，

CPI 同比涨幅保持在 1.2%到 1.5%之间，

高低仅差 0.3个百分点，波动幅度很小。

面对下行压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

稳发展态势，一是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奠定

了相对稳定的基础和格局，具备了一定韧

性和抗风险能力，能够适应形势变化进行

校正和调整；二是近年来我国各方面积极

适应新常态，抓紧调整结构、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很多工作正在取得初步实效；

三是决策层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

和问题，审时度势，积极采取以金融手段

为主的各项调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

或缓解了风险。

当然，上半年数据也显露出经济运

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第一产业

增加值增速始终较低；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至 5 月份仍处下降状态；PPI 持续

下降，表明市场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

业的盈利空间进一步缩小；房地产市场

分化明显等等。

7 月初发布的具有先行意义的采购

经理指数 PMI 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自 3 月份升至分界点以上，连续两个

月保持在 50.1%，5、6 两个月又略有提

升，均为 50.2%；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

数各月不仅均在分界点以上，而且始终

在 53% 以 上 ， 6 月 当 月 指 数 由 上 月 的

53.2%提升至 53.8%。这在一定程度上预

示着下半年经济运行将维持平稳、好于

上半年的态势。

因此，下半年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

是，在扩大有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调

整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继续

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发

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新能源新环保产业，推动传

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开发新产品，提升

产品质量；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

升商业、餐饮业、各类服务业的服务水

平，提高国内和出境旅游的服务质量；

对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分类调控，继

续努力控制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努力满

足居民的自住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维护好市场秩序，稳定并积极促进

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在认真执行最低工

资标准的同时，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为“十二

五”的收官、“十三五”的开局和在“十

三五”末期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打牢更好

的基础和条件。

最近，格力电器首台光伏变频中央空

调亮相巴西。这种空调除了可以实现零电

费之外，当发电量充裕的时候，还可以供

电给其他电器使用。据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透露，光伏家用空调今后将逐步推向

市场。

空调是耗电大户，初步估算用电量占

家庭用电量 60%以上。正因如此，每年夏

天，因为空调的使用都会迎来用电高峰。

如果格力的创新技术能够推广普及，对于

家庭用电模式将会是巨大变革。仔细推

究，不少可能带来能源结构重大变革的创

新恰恰源于能源行业之外。

比如，在电动汽车领域掀起全球旋风

的特拉斯有着浓厚的互联网基因，其创始

人马斯克原本就不是做汽车的，也不是做

能源的，但特拉斯以高效、时尚引人关

注。现在，特拉斯还宣称正研制电力墙储

能终端，这种电力墙利用其储能特性，在

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可将多余电量送

入电网，用电低谷期进行充电，高峰送

电，不仅缓解电网峰谷压力，同时节约用

户的电费成本。

再比如，科技巨头谷歌继投资非洲太

阳能项目后，前不久又投资了非洲最大的

风电项目。而苹果公司也宣布，将在中国

投资兴建两座太阳能光伏电站，称其新能

源战略目标是让全部公司设施用电来自于

清洁能源。

这些技术创新工程都是由能源领域之

外的公司引领，但其变革却可能对行业带

来巨大冲击。在这些变革中，核心因素有

技术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生活理念的更新

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而这种变革如果推而

广之的话，将会在社会生活领域带来巨

变，并因此改变行业生态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的变革是我们多年的努

力方向，希望逐步减少对高碳煤炭的依

赖，增加更为清洁和可持续能源的利用。

但这其中的很多工作其实是在能源领域之

外，需更多工业部门尤其是高耗能部门切

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这其中的巨大潜

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比

国外高约两倍，工业增加值占 GDP 不足

40%却消耗近 70%的能源，工业领域的能

源节约利用潜力巨大。以建筑行业为例，

这是一个能源消费的大户，能耗占全社会

总能耗 30%左右。但目前我国 98%以上的

建筑都不是节能建筑，如能从设计、建造

等环节入手，减少能源的浪费，其潜力相

当巨大。

再推而广之，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

改变将对能源领域带来更为广泛的变化。

假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倡导和践行健康、

绿色的生活方式，将会激发能源领域更大

的变革。比如，每个人少开一天车、少坐

一次电梯，从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滴

油、一块煤、一张纸做起，这些点点滴

滴，都可能推动能源行业发生巨大变革。

技术创新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黄晓芳

由能源领域之外的公司

引领的能源变革，将对整个

行业带来巨大冲击，这其中

有技术的核心因素，但更多

的是生活理念的更新和商业

模式的创新，而这种变革如

果推而广之的话，将会在社

会生活领域带来巨变，并因

此改变行业生态结构

用严监管杜绝暑假培训乱象
苑广阔

随着各地中小学暑假的开始，名目

繁多的培训班、夏令营等让学生及家长

在“报与不报”中左右为难。

不少人认为，暑假里花钱报个兴趣

班，让孩子学习一门技能，有利于孩子

身心健康成长。更何况多数父母并没有

足够时间陪孩子，于是把孩子送进各种

培训班和夏令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市

场需求，教育培训这块“蛋糕”被迅速

做大。

与暑期培训班、夏令营火爆相伴

的，是屡屡被曝光的乱象。比如，有些

组织者既没有资质，也没有场地，培训

课程随便改，孩子基本的人身安全没有

保障，更别说发展兴趣爱好，锻炼各种

能力了。

按照有关规定，不管是举办培训班

还是夏令营，都需要一定资质，比如开

办资金、校舍面积、安全设施、师资力

量等，但实际运行中，相当一部分的组

织者和机构完全就是草台班子，根本不

具备资质，一样赚得盆满钵满。杜绝这

一乱象，需要监管部门积极作为、主动

作为、加强监管，而不是等到纠纷和安

全事故发生了才介入。比如，可以按照

这些机构散发的广告做个实地调查，审

核其资质及安全运营等问题，许多问题

就可以做到提前防范。

面对下行压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一是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基础和格

局，具备了一定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各方面积极适应新常态，抓紧调整结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三是决策层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审时度势，积极采取以金融手段为主的各项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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