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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是“根”
“ 魂”所在
——三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装配式建筑可分步骤推广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
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
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
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
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这一重要论断，突出强调了坚持党的领
导是国有企业“根”“魂”所在、优势所
在，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指明
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
确、监督严格，为国有企业健康发展、
基业长青强“根”固“魂”。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
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企实现
长足发展的重要“法宝”。几十年来，一
大批有着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共产党
人投身国企干事创业，广大干部职工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才在建国初期“一

冯其予

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着力使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融入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中
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
优势，切实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科学发展优势
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今天国民
经济的强大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实践证明，产业基
础、政策环境、技术实力等外部因素固
然重要，但党的领导才是国有企业取得
巨大成就的根本因素、根本力量和根本
保证，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也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长期
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
基层组织，担负着重任：着眼大局，

牢牢把握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教
育监督干部，锤炼思想政治素质高、专
业领域业务强的人才队伍，一批经济领
域的执政骨干迅速成长；联系群众，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依靠和
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
业 凝 聚 力 和 战 斗 力 不 断 增 强 …… 党 组
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国有
企业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这恰恰是国企有别于其他所有制
企业的重要优势。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任务繁重

艰巨，这个独特优势只能不断巩固加
强，不容削弱淡化。要把加强党的领导
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通过体制机
制创新，着力使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融
入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把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切实转化为
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和科学发展
优势。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不断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既是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重要内容，也直接关系着国企改
革总目标的实现。国有企业必须在党的
领导下，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
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始终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坚强柱石、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
依靠力量。

网络刷单乱象为何屡禁不止
秦海波
在互联网的江湖，刷单乱象一直存
在。无论是电商领域、微博粉丝的增
长、微信阅读量的提升，还是直播平台
的观看人数和打赏收入、团购和外卖平
台的订单数量等，刷单炒信早已是公开
的秘密。几年的工夫，网络刷单炒信已
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包括物
流、软件、贩卖个人信息、招募刷手等
多个环节。
典型的刷单例子有好几个。今年最
火的直播领域中，有一个游戏直播平
台，曾显示在线观看人数超过了 13 亿；
映客有一场直播黑屏长达 3 小时，但这 3
小时内竟然显示有 21 人不离不弃一直在
观看。电商领域中，“爱尚鲜花”今年 4
月 在 其 招 股 书 中 自 曝 曾 3 年 刷 单 26 万
笔，其中 2015 年刷单量占当期总订单量
的 42.02%，几乎一半业绩是靠“刷”出
来的。对此，有人不禁戏言，整个网络
行业进入了“喜刷刷”的节奏。那么，
刷单乱象为何总是屡禁不止呢？
探究之后不难发现，这一乱象的根
源，逃不开利益驱动。一方面，各种电
商和直播平台为了数据更加亮眼以提升
估值和吸引资本，主动或纵容刷单；另
一方面，平台上的商家和主播为了得到
更好的曝光和关注，也会努力通过各种
渠道寻求刷单。更重要的是，刷单成本
极低，可以迅速炮制出漂亮的用户和收
入数据，制造虚假繁荣的景象。对于刷
单者，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处理依
据，大多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 予以 1 万元至 20 万元的行
政处罚，威慑力不足。当刷单成为普遍
现象时，整个网络行业难免会陷入“刷
单－好看的数据－高估值－刺激刷单”
的恶性循环。
刷单行为不创造任何正面价值，刷
单行业规模越大，对社会资源造成的浪

费越大。咨询机构统计显示，短短 3 年
内，微信公众号刷量市场规模从 215 亿
元升到 378 亿元，泡沫在数轮循环中越
吹越大。更重要的是，刷单行为危害商
业诚信体系，大幅推高社会交易成本，
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平台和商家必
须清醒认识到，刷单虽能带来短期效
益，但长远来看，虚假繁荣的景象终将
破灭，最终不仅损害自身信誉，还将受
到用户抛弃。
由于网络刷单已经形成一条灰色产
业链，要根治刷单乱象，必须多管齐下、齐
抓共管。除了要求商家自律外，相关部门
要加快立法工作，司法系统出台司法解
释，尽早作出判例，加大监管力度，净化网
络经济环境。刷单炒信属于新型违法行
为，有必要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来有效
打击。对于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杜绝以罚代刑，发挥法
律对刷单行为的震慑作用。各电商和直
播平台要强化监管责任，对刷单行为“零
容忍”，加强技术管理，堵塞投机漏洞，并
且应该加强协作，对于查实因刷单被一家
平台关闭的，其他电商或直播平台一律不
允许其入驻。
直播、电商、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传播平台，作为新的商业形态和模式，
本身没有问题，而且前景广阔。拿直播
来说，2015 年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达到
120 亿元，到 2020 年整个行业规模有望
超过 1000 亿元，很有可能会诞生百亿甚
至千亿市值的大公司。但问题出在运营
方没有太多耐心，总想拔苗助长，用刷
单造假来吸引投资者和用户。与其剑走
偏锋寄希望于刷单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来提高用户数和收入，不如加强自律脚
踏实地。毕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内容、
产品和服务，才是整个网络经济生态最
核心最根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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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腐 败
点 评 据报道，四川资阳安岳县某村一位村民近日向媒体反映，他们村村民
到村里办事，村干部均会暗示请吃饭或者送红包。村里一位 63 岁的孤寡老人为了申
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花了 600 多元请村、乡干部吃饭、买烟。请乡村“领导”
吃饭，在个别地方竟然成为“风俗”，个别乡村干部将手中的权力视为吃拿卡要的工
具，“吃请才能办事”，看后让人气愤不已。虽说这种“微腐败”数额不大，但离群众

更倾向于通过资本市场、股
权融资等手段控制增量债
务、盘活存量债务，不但着
眼于解决当前具体问题，而
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力争标
本兼治、构建降杠杆率的长
效机制。当然，企业降杠杆
不能仅靠兼并重组，还需在
完善破产清算制度、优化产
业链布局等方面综合施策。
这一过程中，应明晰市场主
体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
关系，政府不会对涉及兼并
重组的可能损失兜底

我国当下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
结构，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
的激励机制。估计我国未来需要每年 3 万亿至 4 万
亿元以上的绿色投资，其中政府出资最多只能占到
15％，其余 85％以上需要民间出资。相较于绿色信
贷，绿色债券可解决期限错配，提升中长期信贷投放
能力，是适合中长期、有稳定现金流的绿色项目的融
资模式。绿色金融是金融业内有高增长潜力的一个
板块,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将为包括创新企业在内
的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创造新的商机。

村务公开，强化村级民主监督，还要严厉打击基层权力寻租行为，坚决遏制发生在

钟 红

村民身边的腐败。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时 锋）

债券市场有待完善制度框架

周 琳

程相比，兼并重组的着力点

绿色金融为企业带来新商机

最近，严重影响群众的获得感，也很容易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对此，除了要切实推动

企业降杠杆少不了兼并重组之力
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
意见》，确立了健全标准规范体系、优化部品部件生产
等主要任务。可以说，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不仅是建造
方式的一种改变，更是我国建筑行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举措。
所谓装配式建筑，是指将在工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
施工现场组装连接而成的建筑。这类建筑具有节约资源
能源、减少污染、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程质量等优
点，有助于促进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对化解当前
过剩的钢铁产能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一方面，目前我国
建筑产品基本以现浇为主，可供选择的方式不多，对建
造速度、产品质量和使用功能造成不小影响。另一方
面，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装配式建筑技术已经比较成
熟，可以大规模复制推广。
装配式建筑优点多多，但我国在推广过程中还有一
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要培育市场需求。发展装备式
建筑前景广阔，但工程量大，业主或开发单位主动采用装
配式建筑这种方式来建造的意愿却不强烈，培育市场需
求很有必要。其次，要保障市场供给。要想让装配式建
筑被更广泛地采用，需要解决从行业内部的生产、构配件
的供应，到充分满足需求等一系列问题。此外，除了要做
好“配”的工作，还要做好“装”的事情，现场的施工人员的
技能水平必须达到相应要求。
在市场供需、企业能力、施工人员操作技能等方
面，目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必须看到，不同企业
间的管理水平不同、建筑类型不同，以住宅与包括宾
馆、会议中心、体育场所在内的公共建筑为例，若采取
装配式建筑形式，虽然相比传统建筑方式都能减少水
泥、水、木材等的消耗，但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这些
不同，在推广装配式建筑的过程中尤其要引起重视，避
免一刀切执行政策的情况在这个领域出现。
从国家有关规划看，推广装配式建筑将分重点推进
区、积极推进区、鼓励推进区。具体来说，珠三角、长
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重点推进地区、人口 300 万
以上的其他城市作为积极推进地区，其余是鼓励推进地
区。这一步骤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到
三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基础，实乃明智之举。从
规模上看，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加在一
起，建筑业总产值占一半左右。且都在东部地区，现实
条件比较好，如果能够先行起步，全面推进，带动宣传
装配式建筑发展，作用是非常大的。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装配式建筑将在国内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系列评论②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
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明确提出企业降杠
杆的总体思路、工作原则、具体路径、政
策环境和配套措施。在七大主要降杠杆路
径中，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作为首个路径提
出。可以说，要下好企业降杠杆“这盘
棋”，兼并重组之力不可或缺。
之所以重视企业兼并重组的作用，是
由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客观情况决定的。在
宏观上，目前我国总体债务水平和总杠杆
率并不高，但上升较快，分布不均衡。据
中国社科院统计，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债务总额为 168.48 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
为 249%。与主要国家相比，这一水平并
不算高。但在结构上，目前我国居民部门
的杠杆率为 39.9%，金融部门为 21%，政
府 部 门 为 57.1% （含 地 方 融 资 平 台 债 务
17.7%）， 非 金 融 企 业 高 达 131% 。 可 见 ，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是我国债务的突
出问题之一。处理好企业债务问题尤其是
国有企业高杠杆率问题，是把握我国债务
问题的关键所在。由此看，若跳出企业债
务问题本身，站在我国债务水平全局的高
度重新审视兼并重组的意义，则远非传统
视角上一招一式的整合那么简单。
在微观上，梳理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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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不难发现，兼并重组的可操作
性较之其他路径更具优势。一方面，做好
企业并购重组，能够从结构上优化杠杆分
布。针对不同行业、债务期限结构、经济
周期中的阶段等特点，科学的兼并重组有
利于实现区别化、有扶有控，稳妥有序地
降杠杆。另一方面，企业并购重组在降低
企业杠杆率的同时，可同步推进企业改
革、资源整合，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有利于实现企
业内外部资源重新配置，进而降低杠杆
率、提升整合企业的竞争力。
与简单破产清算相比，遵循市场化、
法治化等原则的企业兼并重组，既能防止
行政干预搞“拉郎配”，又避免了将暂时困
难但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
错杀，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
清算’”有关精神。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
程相比，兼并重组的着力点更倾向于通过
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等手段控制增量债务、
盘活存量债务，不但着眼于解决当前具体
问题，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力争标本兼
治、构建降杠杆率的长效机制。
要贯彻市场化、法治化的企业并购重
组原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市场主体根

据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首先，在
重组方向上，应重点鼓励跨地区、跨所有
制兼并重组。这需要通过重组进一步打破
地方保护，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培育优质
企业，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需要推动
重点行业兼并重组，加强资源整合，加快
“僵尸企业”退出，减轻企业债务负担。
其次，在重组内容上，应积极推进企业业
务结构重组，不断整合品牌资源、人力资
源、财务资源等，引导企业精益化经营，
突出主业，降本增效。再次，在重组外部
环境上，综合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加
大对企业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落实产业
升级配套政策，稳妥做好重组企业的职工
分流安置工作。同时，鼓励具有丰富企业
管理和重组经验的国内外机构投资者，灵
活运用资本市场各类手段，积极参与兼并
重组。
当然，企业降杠杆不能仅靠兼并重
组，还需在完善破产清算制度、优化产业
链布局等方面综合施策。这一过程中，应
明晰市场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
系，政府不会对涉及兼并重组的可能损失
兜底。兼并重组降杠杆还须遵循法治化原
则，通过信用约束的手段防范道德风险，
防止不法之徒打着某些旗号钻空子。

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和避险的需要，会对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新拉动。前一阶段中国更
多依靠跨境贸易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 入篮”后
人民币将更多被外国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迫切要
求中国有一个非常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支持，
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目前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虽
然已达 60 万亿元人民币，但境外投资者在债券市场
投资规模占比不到 2％，还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
中国债券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框架，引入更多
发行人、投资人，进一步丰富完善产品结构，进一步
提高市场流动性。

刘毅军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油气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我国将对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机制进行改革，
遵循“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制定和调整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输价格机制改革，只是天
然气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未来我国天然气管
网采用什么模式运行，能否引入更市场化的运作，
尚未清晰；从两头看，市场主体能否增加，如何推
动市场进一步放开，也有待观察。这都需要油气体
制改革顶层设计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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