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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霾必须撸起袖子动真格
陈发明

要打治霾持久战，先要打好心理战
王 晋

多管齐下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治病必先诊因，雾霾成因复杂，要对症下药。治理雾霾不能总停留在分析阶段，要找准主要矛盾，解

决重点问题；关键是要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从客观看，雾霾主要成因是“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须打

破地方利益藩篱，加大西电东送力度；从主观看，治霾雷声大雨点小，除监管不力外，我国现行排放标准

还需再提高。总之，开弓没有回头箭，若要盼来霾散天蓝，唯有撸起袖子动真格

兰州曾是雾霾深重的“黑兰州”，是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经过短短三五年

治理，稳定退出全国十大空气重污染城市，迎来“兰州蓝”。在这背后，靠的不是

钱，而是包括依法治污“硬”减排、划出网格下“围棋”、不等大风抓作风等一系列“笨

办法”。兰州治污已带来能源结构、城市布局的优化，正从人防向技防、制防转变，

逆转倒退概率不大。但兰州石化搬迁等环保重大隐患仍未根除，污染类型发生变

化，治污进入平台期和瓶颈期，亟待各个方面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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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名叫 《相思》 的动画短片，短短几天之内，
点击量就突破 5000 万。许多大 V 纷纷转发，称“看到
了国漫的正确打开方式”，还有更多网友跑到导演微博
留言，恳请出续集、出电影。

@彭竹兵：讲中国故事，挖掘中国元素，贴近火
热生活。只要这样做，动漫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中国
打开方式。

@丁香：国产动漫要在设计和理念上更贴近人们的
思想与追求，更符合大众口味，这样更能赢得市场好评。

@六月阳光：中国动漫必须立足中华文化，这是
根本。

近日，一段外卖小哥因送餐超时急哭了的视频刷爆
网络。据了解，这名外卖小哥最后遭到客户投诉，又由于
身体原因，已在去年底离职回了老家。

@章哥：送餐迟了可以理解，毕竟，路上好多不
确定因素。赚钱不易，还是要互相谅解。

@董国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定好的规章制度就该
认真遵守执行。企业也好、团队也罢，如果没有严明的纪
律，也就没有了信誉。

@川：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哪行哪业都不相信眼
泪，必须努力再努力。

（王咏倩整理）

如今，不少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家长们又担心又
无奈。对此，我国正在计划对此立法，保护未成年
人，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采取技术措施，禁止
未成年人每天 0 点至 8 点打网游。

@Lovely boy：大多成年人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
差，需要采取强制性的技术手段，更何况未成年人。

@深深王：孩子喜欢打游戏，多半因为平时只有学
习、放假后又多宅在家里，只能从游戏里找乐趣。上述
举措恐怕只能一时有用，长远来说，还需改善教育方法，
家长要多陪陪孩子。

新经济有助纾解就业压力
华 挺

动 画 短 片动 画 短 片《《相 思相 思》》获 刷 屏获 刷 屏

拟禁未成年人拟禁未成年人00点至点至88点打网游点打网游

外 卖 小 哥 送 餐 超 时 遭 投 诉外 卖 小 哥 送 餐 超 时 遭 投 诉
麦当劳调整中国业务是为了更大市场

刘兴国

这是麦当劳全球运营的常

用策略，即业务高速增长时期更

多采用直营模式、业务增速下滑

后便转而采用特许经营模式，有

助麦当劳实现经营收益最大化，

还可适当转移经营风险。同时，

保留一定股权有利于麦当劳总

部从品质管理等方面对新公司

进行必要指导，也有利于其借助

熟悉中国本土文化的中信更有

效地拓展市场，促进双方收入与

利润协同增长

近段时间，全国多地都遭遇雾霾天
气。对此，各地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应
对，但同时，一些地方的部分企业仍存
在非法排污、擅自生产、撕毁封条等违
法违规现象。说到底，还是源于利益驱
使。正如雾霾成因错综复杂，治霾要触
动的利益关系也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既
有企业利益，也有个别地方利益；既有
个人利益，也有小集体利益。心中有
利，则出手乏力。

与重度雾霾天气一样受到关注的，
是一些地方的治霾不力和另一些地方的
铁腕治污。比如曾经因大气污染而“在
卫星地图上消失”的西部城市兰州，用

“笨办法”实现了“兰州蓝”。有媒体报
道，近几年，兰州将市区划成 1000 多个
网格，逐一落实减排责任；对所有重点排
污企业实行干部 24 小时驻厂监察，甚至
对一家连年缴税排名全省第一的排污企
业在媒体曝光；加大投入力度，对所有燃

煤锅炉进行煤改气。同时，兰州近千名
干部因治污不力被问责。不难看出，“兰
州经验”最核心的理念是动真格、破利
益。反观一些“等风吹霾”的地方，分析
雾霾成因不可谓不详，出台的治霾方案
不可谓不细，喊出的口号不可谓不狠，但
雾霾天气频仍。

有人说，治病必先诊因，雾霾成因
复杂，要对症下药，各地不能一概而
论，治理也不能一蹴而就。话虽没错，
但治理雾霾不能总是停留在分析阶段，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得落实。有的地方
只动脑子，不撸袖子；要么撸起袖子，
拉不下面子。笔者认为，治霾不必过分
求细，要找准主要矛盾，解决重点问
题；关键是要真抓实干，动真碰硬。

从客观看，全国各地雾霾主要成因
是“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这种先天
不足的难题看似束手无策，但并非无
解。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

却因集中在经济总量小的“三北”地
区，面临难以消纳的尴尬。据统计，
2016 年上半年，我国弃风电量达 323 亿
千瓦时，平均弃风率上升至21%，创历
史新高。一边是清洁能源窝电难出力，
一边是传统能源致霾难破解。因此，必
须打破地方利益藩篱，加大西电东送力
度，让清洁能源成为驱霾利器。

从主观看，治霾雷声大雨点小，除
监管不力外，我国现行排放标准还需再
提高。同时，要加强科技攻关力度，提
高燃煤利用效率。我们常说，绝不走发
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
污染真正降临在头上时，不妨借鉴洛杉
矶、伦敦、鲁尔区等国外一些重污染城
市和地区的治理经验。这些地方在几十
年的治污过程中，先后在完善法律法规
体系、产业结构转型、提高排放标准、
优化城市管理等方面探索出一些可供借
鉴的做法，而国内的兰州等城市探索出

的铁腕治污经验也值得参考。
无论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还

是提高环保标准、强化科技攻关，核心
都是要动真碰硬，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如果是为
了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
益来触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小群体
的利益，那就必须痛下决心敢于断腕。
正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改革遇阻时所
言，一家哭，强如一路百姓哭？

在“霾伏”重重的新年伊始，也有
两条预期的消息或许可以聊慰人心：一
是 被 称 为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攻 坚 之 年 的
2017 年，全国各地相继出台雾霾治理
的目标和任务；二是国家能源局公布的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5%以上，煤
炭消费比重降低到 58%以下。规划详
尽，目标明确。开弓没有回头箭，若要
盼来霾散天蓝，唯有撸起袖子动真格！

在进入中国市场26年之际，麦当劳
做出颠覆性改变。日前，中信股份、中
信资本控股、凯雷投资集团和麦当劳宣
布联合成立新公司，该公司将成为麦当
劳未来20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主特许
经营商。再往前推，去年 9 月，春华资
本和蚂蚁金服也决定收购百胜集团旗下
中国业务。两件事放在一起，其实透露
出一个重大转向，即从外资并购中国品
牌餐饮企业转向中国资本并购外国餐饮
品牌的中国业务。

曾经雄心勃勃的麦当劳，自1990年
在深圳开设第一家快餐店以来，截至
2016 年底，已经在中国内地开设了 2400
多家门店；而且，还在2016年提出了未
来五年在中国再开1300家新店铺、使中
国成为其全球第二大市场的宏伟目标。
但时隔不久，就做出上述整体出售中国
内地与香港门店主特许经营权的安排。

首先，对麦当劳来说，这样做的最
直接目的，应当是为了扭转目前全球营
收与利润增长乏力的困局，粉饰公司
2016 财年业绩。虽然麦当劳去年三季度
全球同店销售额增长 3.5%，利润增长

2.6%至 12.8 亿美元，但考虑到巨额投
入，预计公司净利润可能已经处于亏损
状态。出售业务盈利持续减少的中国门
店特许经营权，将有助于麦当劳2016年
全球营收扭亏为盈。其实，这也是麦当
劳全球运营的常用策略——业务高速增
长时期更多采用直营模式、业务增速下
滑后便转而采用特许经营模式，这有利
于实现麦当劳经营收益的最大化，同时
适当转移经营风险。

其次，基于轻资产运营的战略要
求，麦当劳直营店逐渐向特许经营转变
势在必行。在当前麦当劳全球 3.6 万家
门店中，80%以上都是特许经营店，只
是在中国长期坚持着直营战略。将中国
地区的直营门店逐步调整为特许经营门
店，符合公司“改变亚洲经营模式、以
特许经营方式引入合作伙伴、将 95%亚
洲分店转为特许经营”的战略要求，也
是实现轻资产经营的需要。此次整体出
售1750家直营门店的特许经营权，加上
先前已经实现特许经营的约 30%的麦当
劳内地门店，麦当劳在中国内地全部实
现特许经营，总部将完全退出中国区业

务管理，中国区的收入将主要来自加盟
费和品牌服务费的收取以及新公司的股
权分红收入。

再次，多方战略合作成立新公司持
有特许经营权，也是中外资本优势深度
融合的需要。麦当劳在全球很多国家的
特许经营都没有保留股份，但此次却保
留持有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特许经营权
新公司的 20%股份。对麦当劳来说，其
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熟悉与把握肯定远不
及中信，在当前我国餐饮业竞争日趋激
烈的大环境下，快餐洋品牌的竞争力明
显下降，如何有效嵌入中国元素，成为
重振洋品牌的关键所在。而保留一定股
权，既有利于麦当劳总部从品质管理等
方面对新公司进行必要指导，也有利于
其分享未来中国区业务复苏增长的红
利。中信占有新公司 52%的股权，则保
证了中信对新公司的控制权，有利于中
信融合东西方餐饮文化，融合麦当劳餐
饮服务与公司现有业务，更有效地进行
市场拓展，从而促进双方收入与利润协
同增长。

（作者系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

新年伊始，全国多地遭遇的雾霾侵
袭让人记忆深刻。由于持续时间长、污
染程度重，公众的焦虑和烦躁与日俱
增。各种与雾霾相关的段子、谣言甚嚣
尘上，使公众心里蒙上阴影。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政府部
门，只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对群众
焦灼“感同身受”的新闻发布才会取得正
效应。肆虐的雾霾让公众对环保部门单
向说空气质量改善失去了信任感。面对
雾霾这样的“对手”，还需在疏导公众情
绪上下功夫。前不久，环保部部长陈吉
宁主持召开媒体见面会、卫计委主动发
声回应热点问题、北京市代市长蔡奇与
市民代表共话雾霾治理，务实的态度和
扎实的数据让公众情绪得到有效纾解。

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我们最大
的问题是，冬季改善的幅度非常小，甚至
没有多少改善。跟 2013 年比有改善，但
是跟 2016 年与 2015 年比没有改善。我
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些措施在冬季之前
是管用的，到了冬季、进入供暖期，我们
的措施还很不够。”直面问题，告诉公众
真实情况，让大家了解冬季四面霾伏的
现状，才能增加对相关部门的信任。

剖析问题才有解决之道。京津冀
周边地区的 6 个省市国土面积占全国
总面积的 7.2%，消耗了全国 33%的煤
炭，单位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 4 倍左右，6 省市涉气排放主要产品
产量基本上占全国的 30%至 40%。这些
数据让我们看到了京津冀地区环保压

力之重，看清了这一地区大气污染的直
接原因在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大量聚
集，在于燃煤、燃油集中排放，在于快速
增长的机动车，明白了当前治霾的方向
是正确的。

治霾是场持久战，这既是发达国家
治理的经验之谈，也是业内专家学者的
科学研判。要打赢这场持久战，既需要
临阵不乱、步步为营，更需要凝聚各方
的决胜信心。在面对公众的雾霾焦虑
时，打好治霾心理战显得更为重要。公
众的情绪需要政府部门直面关切、正视
问题、及时公开进度和数据、找到存在
问题与短板、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只有
这样，公众才能不恐慌、不盲从、不焦
躁。政府部门的理性和科学态度是治
理大气污染的定力之源，绝不能置公众
感受于不顾，“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报
喜不报忧”。我们不能雾霾来袭就忧心
忡忡、蓝天来了就治理放缓。对于治
霾，无论“天帮不帮忙”，人都需加倍努
力，治理大气污染的措施不能软，监督
落实的手段不能松。

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积累
了厚实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我们相
信，只要方向正确、措施扎实、只争朝夕，
雾霾难题就能尽早解决。在此过程中，
我们应以高度的责任感，一刻也不松劲
地推进节能减排、调整能源结构等治本
之策，同时，做好科学防护、环保知识普
及、公众情绪疏导等治标之举，不给谣言
留下蔓延空间，赢得公众共同参与环境
治理的理解与行动。

阿里巴巴集团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该公司
创造了超过 3000 万的就业机会。波士顿咨询联合阿里研
究院日前共同发布的 《迈向 2035，4 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
来》 则预测，到 2035 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新经
济规模将达近16万亿美元，就业容量将达4.15亿。

“网店是‘新经济’，但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
快递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
了生产。”李克强总理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高
度肯定新经济。对处于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阶段的我国
来说，传统产业面临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的阵痛，分流
富余人员成为必然。由此带来的严峻的就业压力，要靠发
展新经济来纾解。

一方面，新经济可以为传统产业插上“翅膀”，用新
动能带动传统动能转型升级、焕发生机。近年来，不少新
经济、新业态的出现，让传统产业的生产、流通和经营模
式都发生了变化，更大的市场被创造出来，新的就业机会
随之产生。对很多身处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而言，他们可以
通过提升自身就业技能在新岗位获得工作，他们不必到陌
生的产业领域寻找出路。

另一方面，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大
量新的就业机会。不仅是阿里巴巴，滴滴、京东、小
米、百度、腾讯等新经济的代表，都显现出创造就业机
会的能量。滴滴的年度报告显示，2016 年滴滴出行平台
为全社会创造了 1750.9 万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
万来自去产能行业。新经济帮助来自传统产业的劳动者
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有力抵消了淘汰过剩产能所减少的
就业机会。

有数据表明，“在互联网行业中，每 1 个岗位消失，
会新创造出2.6个新岗位”“每部署1个机器人，会创造出
3.6个新岗位”。这意味着，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需求和
新产业链，更多的就业领域被激活。因此，在信息化时
代、在数字经济时代，只要立足创新驱动，并为之创造便
利条件，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和传统动能的焕发生机才会实
现，每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劳动者也才会得到属于自己的
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