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 2016年3月30日 星期三 9

在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说

到底，是为了放水养鱼，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当务之

急是要迎难而上，不折不扣地把政策落实到位，缩短“执行时滞”，为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发挥重要作用

用财政收入“减”换持续发展“增”
才 道

点点 评评 霸王条款、预付卡“陷阱”、质量不过关⋯⋯屡屡发生的侵害消费

者权益事件，使得消费者对公益诉讼寄予厚望。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消保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从2014年 3月15日新消法实施至今，

消费公益诉讼仅有一个胜例。消费公益诉讼如此沉重，原因有三：一是消费公益

诉讼是新生事物，消协组织对此缺乏经验，也缺少相应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支撑；

二是有关的诉讼规则、配套制度尚待明确；三是消协组织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受到

的压力比较大。要破除集体维权难度大、公益诉讼胜例少的现状，需要各级消费

者维权组织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更需要为维权创造环境。相信随着公益诉讼

制度不断完善，消费者权益能够得到更加切实的保护。 （时 锋）

仅此一例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祝 伟

培 训 呈 现 低 幼 龄 化 趋 势

搭专车出行担心安全问题搭专车出行担心安全问题

高 校 饭 卡高 校 饭 卡““ 隐 形 补 助隐 形 补 助 ””

在有些城市，不时可看到穿着尿不湿、不到 3 岁
的宝宝参加英语、思维等培训班。对此，培训机构称
低幼年龄学习有优势；家长说要锻炼孩子；专家却表
示过早培训可能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

@梦：人生不是百米冲刺，何必太在意起跑线。

@海水一滴：小而了了，大未必奇。每个孩子都

该有自己的发展路线，家长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愿望或

兴趣会改变孩子的成长轨迹，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celia：现实中的培训机构鱼龙混杂，师资无从考

证，追求竞赛成绩又会忽视实际学习效果，需要相关部

门加强管理和规范。

最近，南京理工大学将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 60
顿、1 月总消费不足 420 元的学生列为受资助对象，直
接把补贴款打进饭卡。对这一“隐形补助”，有人认为
做到了精准扶持，也有人质疑可能出现“暗箱操作”。

@缒气球的我：可以作为高校精准扶持的参考

依据之一，但实际操作中也不能一概而论。

@张唐：这一做法值得提倡，既有助于让贫困生改

善伙食，隐形资助的方法又可以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

@瑜：这种做法是好的，但需要调查确认，把帮

助给予最需要的人，不要因为人为原因造成偏差。

@阿贵：在给予补贴的同时，不妨帮助贫困学生

找份兼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着下行

压力，但支持增长的经济因素也有所增

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从

质量发展的维度来看，质量效益型增长

初步显现。

质量提升正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新

引擎。“十二五”时期，我国制造业质量竞

争力指数持续增长，从初期的 82.57 提高

到“十二五”末的 83.34，质量竞争力的提

升又促使一批产业迈向中高端，展现出

产业间结构优化的趋势，先进制造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质量主导型产业比重逐

年加大。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智能电

视产量达到 8383.5 万台，在彩色电视中

的产量占比达到 57.91%，同比提高 6.25

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的产量达到 32996

台，同比增长 21.7%。

质量提升正形成出口贸易竞争的新

优势。统计显示，2015 年，我国出口商

品平均出口单价达到 18.74 美元/公斤，

同比大幅提升 51.62%；具有全球质量竞

争 优 势 的 出 口 商 品 出 口 额 占 比 达 到

9.94%，同比提升 2.37 个百分点。产品

质量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有力增强了

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明显提高了外贸发

展的综合效益。在世界经济疲软、国际

贸易低迷的背景下，2015 年，我国出口

增速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

家就是很好的例证。

质量提升正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

力。“十二五”时期，我国产品质量状

况保持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产品质量

合格率从 2011 年的 87.5%提升到 2015 年

的 91.1%，增加 3.6 个百分点；国家监督

抽查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从 12.5%下降到

8.9%，降幅达 3.6 个百分点。质量的提

升增强了有效供给，提振了消费信心，

通过营造“优质优价”竞争环境，加速

着消费结构的优化，满足了人民群众多

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随着内需成为

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我国成功实现

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

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为主的重大转变。

总之，我国发展所处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

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

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今年的 《政

府工作报告》 对“十三五”时期主要目

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了部署，明确提

出“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凸显了“以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

想，展示了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的坚

定决心。在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提升

质量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

向。通过坚定不移地实施质量强国战

略，“中国质量”一定会成为经济发展

的不竭动能！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国家质检总
局原总工程师）

推行签约家庭医生，需要一揽子的配套制度，包括建立

严格的家庭医生职业准入制度、赋予居民对家庭医生的选

择权和评价权、建立针对可能发生的纠纷的公正、专业的

评判机制,还要制定监督签约医生执业的法规制度。此外，

还要考虑到基层全科医生的权益，建立相应激励机制，提

高其积极性

我国质量效益型增长初步显现
张 纲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落

实 《政府工作报告》 责任分工作出部

署，并明确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进

一步减轻企业税负。随后，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具体实施方案；各地也

纷纷推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方面的举

措，已有多个省份降低社保费率以减轻

企业负担。在当前财政收支压力增大的

情况下，政府这么做，说到底，是为了

放水养鱼，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

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

当前，财政收入潜在增长率下降，财

政支出刚性增长，平衡收支压力较大。

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当务之急是，

要迎难而上，不折不扣地把政策落实到

位，缩短“执行时滞”，为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要保持力度。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坚决落实各项减税

降费政策，不收过头税、过头费，切实为

企业“降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

时，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调整优化支

出结构。随着全国人大批准预算报告，

有关部门应对地方及时下达中央一般和

专项转移支付，各省份对中央转移支付

也应尽快下达，财政资金下达后及时形

成实物工作量，尽早发挥资金效益。

其次，要注重成效。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要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统筹运用赤

字、税收等政策工具，推动结构性改革

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赤字率

之后，要把通过发行国债和地方债筹集

来的资金用好，花在“刀刃”上，发挥

最大效益。全面实施营改增，是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应帮助纳税

人尽快做好试点准备，平稳实现税制转

换，并密切关注和及时解决试点推行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体上实现所有

行业全面减税、绝大部分企业税负有不

同程度降低的政策效果。

再次，要防范风险。在实施积极财

政政策中，应强化内部流程控制，加强

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在加大支出力度

的过程中，应坚持预算硬约束，严格执

行人大批准的预算。在强化中央政府债

务管理的同时，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包括加强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健

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完善发行办

法，提高债券发行市场化定价水平，防

止不规范发债和不当行政干预。

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难度不小，需要妥善化

解收支矛盾难题，创新财政调控方式，

更多依靠市场力量，更多运用改革办

法，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提质增效。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凤凰古城免门票的启示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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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到 2020 年，上海将

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为政府履行基

本卫生服务职能的平台，实现家庭医生

与居民签约服务关系，实施全面、连

续、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构建基层首

诊和分级医疗制度，成为满足居民基本

医疗需求的主要途径。

家庭签约医生已试点多年，国家卫

计委不久前还出台指导意见，力争在

2020 年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家庭

医生。推进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就是要

改变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的局面，满足居

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换

句话说，只有让社区居民感受到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实惠，把常见病、多发病

消灭在社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难

题才能破解，“健康中国”的目标才能

实现。

其实，家庭医生在欧美一些国家已

经十分普遍，但在我国却尚未成熟，不

少地方处于试点阶段，推行过程中面临

一些现实困难。比如，家庭医生配置

“僧多粥少”、家庭医生的能力水平还不

能完全满足家庭患者的需求等，制约着

家庭医生的进一步推广。一项最新调查

显示，仍有六成居民对社区医院的医疗

条件和医生水平感到“不放心”。从这

个意义上说，要想实现 2020 年每个家

庭拥有一名合格家庭医生的目标，就要

想方设法提升其医疗服务水平。

为此，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做好宣

传，扩大家庭医生的影响力；家庭医生

也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严格按照签约

协议书的规定在既定时间内落实责任。

更重要的一点，要避免家庭医生“中看

不中用”，加强培训，提高其业务水

平，还要让更多资深医院、医生提供家

庭医生服务，使家庭医生队伍更稳定。

推行签约家庭医生，还需要一揽子

的配套制度，包括建立严格的家庭医生

职业准入制度、赋予居民对家庭医生的

选择权和评价权、建立针对可能发生的

纠纷的公正、专业的评判机制；还要制

定监督签约医生执业的法规制度，搭建

举报渠道，让签约家庭安心。

当然，推进签约家庭医生不能只关

注制度的功能设计，还要考虑到基层全

科医生的权益，建立相应激励机制，提

高其积极性。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卫计

委出台的指导意见对此有了明确指向，

比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用主要由医

保基金、签约居民付费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等渠道解决。这将有助于调动

签约居民和家庭医生团队的积极性，为

我国家庭医生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坚实

保障。

“家庭医生”需制度保障
廖海金

最近一项调查数据显示，45.05%受访者表示，乘
坐专车时“担心安全问题”；超七成认为，有必要隐藏
乘客的真实手机号码，改用虚拟号码。

@范军：作为大众选择的出行方式，专车平台

应该提高司机准入门槛，遏制个别专车司机的诈骗

行为。

@王磊：随着网上预约车辆出行人数越来越多，随

之可能出现更多的安全问题。对其中有些问题，需要提

前预防。 （本报记者 李丹丹整理）

我国质量效益型增长初步

显现，质量提升正成为产业结

构优化的新引擎，正形成出口

贸易竞争的新优势，正成为内

需增长的新动力

有媒体报道，凤凰古城捆绑式一票制门票将从 2016

年 4 月 10 日起取消，恢复至 2013 年 4 月 10 日前的运营模

式，游客逛凤凰古城可以节省 148 元，游客只需要在逛小

景点时购买相应的门票。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凤凰古

城 148 元的景区门票费收取了 3 年，如今又被叫停，再次

证明了过度依赖门票经济是不能长久的。

一直以来，国内一线景区大多还是依靠门票、索道

收费、酒店经营等在支撑。从表面上看，是一些景区目光

短浅，只想在门票上狠捞一笔；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旅

游产品结构不合理，景区收入结构单一，游客无法形成二

次三次消费，使景区不得不产生“门票依赖”。

事实上，旅游业是一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涵盖了

吃、住、行、游、购、娱等众多元素。有研究表明，旅游

业 1 元的直接收入隐含着 6.8 元的间接收入。最明显的例

子是，杭州西湖在免费之后，当地的旅游收入出现了可喜

的上升势头。早在 2002 年 10 月，西湖开始逐步免收风景

区门票。尽管短期内商业增值未能弥补门票损失，但不到

一年，游客的人均逗留天数就开始增加，随之带来的食、

宿、行、购、娱及相关产业消费收入相当可观。有数据显

示，西湖景区免费 10 多年间，杭州游客人次增加了 2 倍

多，旅游总收入增长了近 4倍。

很明显，简单靠门票经济吃不好饭。国务院曾专门印

发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转

变发展方式，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推动旅游产

品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

旅游消费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景区早已不是简单的

“过路式”旅游景区，而是一个集住宿、购物、消费、休

闲、探险、科考等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去处。而这些，带给

当地的综合经济收益更多，不再是门票收入一股独大了。

正因如此，景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有必要摒弃门

票经济思维，把旅游产业链做长，把旅游产业做大，通过

优化游客情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住宿、餐

饮、购物等旅游相关消费，以获得更多的综合收益，实现

景区和游客的双赢。对此，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