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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代 言被 代 言 ””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近日，有媒体以“明星＋整形美容”为关键词，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到了

2014年至2016年各地法院作出的整形美容机构侵犯明星名誉权肖像权的105份裁

判文书。经统计，明星提起诉讼的理由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未经过授权将其肖像

图片用于商业宣传，侵犯其肖像权；二是涉及侵权的内容往往针对整形美容进行宣

传，容易让读者产生不良的联想，从而降低社会评价，侵犯其名誉权。明星的名誉

权和肖像权，竟然成了整形美容机构侵权的重灾区，表明一些整形美容机构见利忘

法问题的严重性，暴露出整形美容市场的乱象一角。对于侵犯他人名誉权和肖像权

的不法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严惩处，促进整容美容机构规范运营。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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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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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剑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体育商学院院长

京津冀协同要集约式发展

邬贺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

冬 奥 会 蕴 含 巨 大 商 机

加快形成“一带一路”自贸制度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经济全球化步入新十字路口的当下，我国应
该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
线的开放转型，加快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制
度安排。未来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

“一带一路”要加快构建多种形式的自贸区网络。
未来应通过加强在财税、金融、国企、产权等方面
的改革，更好地释放经济转型的巨大增长潜力，为
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传统夏季项目确实有悠久历史，但冬奥会作为
新兴项目，更贴近自然，具有更强的后续效应。由
于雪上项目是在户外进行，冬奥会雪上项目占一多
半，这需要更多资源投入，带动更多资本涌入，比
如滑雪设备往往比夏季项目设备花费高，滑雪场地
建筑成本也高，因此会有更多大牌企业介入到项目
运营中来。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带动下，更多
冰雪投资人、项目、企业家、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会
进入这一领域，这里面各环节蕴含很大商机。

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是以对外开放来启动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瞄准区域内资源的协同优化，
向改革创新要效益。京津冀协同发展肩负走出一条
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承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
区优化开发模式的使命。这是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
长极的重大举措，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
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快推广使用生物柴油
徐晓东

防控金融风险须疏堵结合
才 道

展望2017年，防控风险仍将是金融监管的主线。短期来看，一批金融风险点的确要靠堵，必须加强

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惩处；长期来看，堵住风险点的同时，还应加固“堤坝”，疏通渠道，加强引导。防控

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仍有赖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疏堵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建立起防范风险的长效机制

“借东风”要智慧更要定力
欧阳优

打 好 组 合 拳 攻 克 执 行 难
李万祥

过去一年，借助“互联网+”、

国家大数据战略、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等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最

高人民法院打出“组合拳”，从制

度和信息化两方面初步完成了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顶层设计，强力

推进制度落地，成效初见。随着立

案登记制带来的执行案件数量激

增，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将进

一步加剧，基本解决执行难仍将

面临较大挑战。各级法院需要

打好“组合拳”，攻克执行难

2 月 24 日，因违规使用保险资金，
前海人寿及相关责任人遭到处罚；2 月
13 日 ， 中 国 基 金 业 协 会 发 布 “4 号
文”，对各类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进一
步规范；2017 年第一季度，央行正式将
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以合理引
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表外业务风险的管
理；去年以来，证监会进一步打击操纵
市场等违法犯罪行为；银监会强化对理
财资金的交易对手管理、交易产品管
理、交易集中度管理，要让跨行业、跨
市场的资金“看得见、管得了、控得
住”⋯⋯

展望 2017 年，防控风险仍是金融监
管的主线。去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

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
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
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密集
出台。

可以看出，在防控风险方面，针对
各个领域，“一行三会”均采取了有针对
性的手段，尤其集中在股市、债市、楼
市等“泡沫”风险较集中的部位综合施
策。对于部分跨市场的产品和金融服
务，监管层更是加强合作，引导资金

“脱虚向实”。
短期来看，一批金融风险点的确要

靠堵，必须加强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惩
处，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
和空间。

但资金如水，长期来看，堵住风险
点的同时，还应加固“堤坝”，疏通渠
道，加强引导。也就是说，防控金融风
险的“治本”之策仍有赖于金融改革的
进一步深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宏观环境要保持松
紧适度，过松、过紧都不利于市场发挥
作用。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保
持流动性合理适度，为维护价格和产出
稳定、金融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
境。

同时，更要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包括大力发展规范
的股权融资，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充
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去杠杆中的作用，优

化其资源配置功能等。
下一步，更应持续改革金融监管体

制。当前，金融混业、跨业经营已经事
实上形成了分业监管不能触及和覆盖的
领域，存在监管真空和漏洞。资管产品
风险隐患较大以及近期出现的跨保险市
场和股票市场的“举牌”事件等，都要
求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全覆盖、全链接
的金融监管体制。

2017 年，防控金融风险、去杠杆
仍将是主要任务。在 2016 年多个监管
政策出台的基础上，2017 年会继续围
绕重要风险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
未来，防控风险仍需疏堵结合，进一
步深化金融改革，建立起防范风险的
长效机制。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去年底发布的《关于全国
全面供应符合第五阶段国家强制性标准车用油品的公
告》，2017 年起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供应符合国Ⅴ
标准的车用汽油 （含 E10 乙醇汽油）、车用柴油 （含 B5
生物柴油）。受此政策推动，生物柴油产业有望迎来发
展黄金机遇期。

生物柴油，是以“地沟油”等废弃油脂、油料作物
等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法》 规
定，国家鼓励清洁、高效地开发利用生物质燃料，鼓励
发展能源作物。在政策支持下，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
取得较大成就，产业成熟度明显提高，年生产能力已超
500万吨。不过，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难题。比如,《可再
生能源法》规定石油销售企业应按照国务院能源主管部
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将符合国家标准的生物液
体燃料纳入其燃料销售体系，但是在现行的石油石化内
部体系中，销售公司只负责卖油，不具备调配、掺混生
物柴油职能，缺乏调配生物柴油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检测
设备，生物柴油进入石油石化销售体系面临难题。

实际上，我国推广乙醇汽油的做法是推广生物柴油
可资借鉴的先例。乙醇汽油是在炼油加工环节由生产厂
家调配，而不是由销售公司完成调配的。按照这样的流
程设计，不增加投资和混配难度，不改变原石化柴油调
拨结算程序，消除了销售公司混配难、销售难，即可打
破市场壁垒，解决生物柴油入口问题。从国外经验看，
生物柴油多采用强制封闭措施推广使用，规定石化柴油
不添加生物柴油不能进入市场。如美国规定的生物柴油
掺混比例为5%至20%，欧盟为5%至7%。我国在发展乙
醇汽油时，也采取了封闭推广示范区做法。截至目前，
陆续有 10 多个省份在封闭推广、强制使用车用乙醇汽
油，乙醇汽油市场份额占全国汽油消费总量25%多，节
能减排效果明显。

借鉴国外做法和我国发展乙醇汽油所取得的经验，
建立封闭示范区来推广生物柴油，应是个现实可行的方
案。为此，可在部分省份或地区先行实验，再逐步扩大
范围。示范区既可选择京津冀等物流发达、人口稠密、
餐馆林立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地沟油原料丰富；亦可选
择云贵川地区，这里高原缺氧，非常适合使用生物柴
油，且具有良好的油料作物生长环境。

在京津冀或云贵川建立生物柴油封闭示范区，将一
举多得。不仅可以有效解决重卡柴油车使用劣质低品柴
油的致霾难题，还能彻底消化封闭区内的地沟油，有效
阻止地沟油回流餐桌的问题，保卫首都以及其他地区人
民群众的餐桌安全。此举还可以驱逐低品劣质油，有利
于高标准油品占领市场，更好地促进环境保护。

共享单车的热潮波涛汹涌。近日，
摩拜单车宣布再次获得新融资，算起
来，短短两个月间，其累计融资金额已
超过 3 亿美元。互联网这一新鲜变量，
正在让传统的自行车行业焕发出勃勃生
机。据悉，共享单车这一新兴服务至少
带动了 160 万辆自行车的制造生产，有
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的上市公司因之股票
涨停，有外媒惊叹“中国正重新成为自
行车大国”。这再一次显示出“互联网+
实体经济”的神奇魔力。

眼下的时代，是一个未知远大于已
知的时代。“互联网+实体经济”蓬勃发
展，催生出无数可能。一方面，传统实
体经济渴望借助“互联网+”转型重
生。苏宁结盟阿里、万达牵手腾讯、沃
尔玛联姻京东，均取得了骄人战绩，成
为业界佳话。近日老牌零售企业百联集
团以及银泰纷纷宣布联手阿里，掀起市
场的又一个兴奋点。尤其令人感慨的
是，当年这几家“大牛”还是竞争对
手、同行冤家，如今线上的走向线下，
线下的走向线上，看重的都是彼此融
合，以期打造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新商
业生态。另一方面，互联网主动出击，
以巨大的创新驱动力搅动传统行业的

“一池春水”。除了“共享单车”，还有
“滴滴出行”“小猪短租”等等，都是
“老树发新芽”的案例。在互联网与实体
经济的融合进程中，信息流带动技术
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促进
资源配置优化上起到的画龙点睛之效，
确实令人“不明觉厉”。

眼下的时代，亦是一个踏实终将碾压
浮躁的时代。“互联网+”高歌猛进亦未改
变“实体为本”。这些年，多少声名显赫的
互联网明星企业倒下了、消失了，很大一
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脱离了实体这个基

础。如今，一些互联网企业打着“颠覆性、
革命性”的旗号，以“玩概念”“讲故事”大
肆圈钱，而真正的市场需求和产品服务早
已被抛在了脑后，最后也终被“大浪淘
沙”，这样的惨痛教训比比皆是。曾经的

“互联网神话”雅虎，苦于没有拿得出手的
创新产品、没有找准市场需求，跌宕 20 余
年最终轰然倒下。细数 2016 年的“互联
网+”企业倒闭潮，不难发现，大部分企业
都输在了盲目追求交易额、依赖资本输
血、忽视商业模式构建、没有沉下心做产
品的浮躁上。比如，估值 12 亿、号称打造

“外卖航母”的“黄太吉”，就经历了靠“噱
头”吸引资本、产品无法深耕、线下实体大
量关闭，最后成为令人唏嘘的“传奇陨
落”。这些前车之鉴令人警醒，“互联
网+”不是噱头和浮躁的代名词，而是为
实业核心竞争力加载的助力器，产品和服
务至上始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唯有那
些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核心，精益求
精做实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那些善于清醒
把握“互联网+”时代根本的企业，才最有
可能成为百年“常青树”。

“互联网+实体经济”释放的神奇魔
力，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如何掌
控这一魔力，需要智慧，更需要定力。
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对于“资本疯
狂涌入虚拟经济、虚火旺盛”的现象，
要擦亮眼睛、保持定力，真正静下心来
练内功、抓机遇，踏踏实实做好创新产
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还要坚定互联网
化的发展方向，真正用互联网思维指导
企业活动，把互联网融入企业竞争力
中，实现转型升级。对于政府而言，则
要给予政策的保驾护航，用好“看得见
的手”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为实体
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发展环境，真正为

“互联网+实体经济”搭台唱戏。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这是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3 月在十
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承诺，也让
众多胜诉当事人看到权益有保障的希
望。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人民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评估报告，指
出最高法院在提出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
的开局之年,完成了顶层设计并取得阶段
性成果。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背景下，“基本解决执行难”关乎破
除实现公平正义最后一道藩篱，关乎人
们对司法的信任和对法律权威的信仰。

最高法在 《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
要》中明确，“基本解决执行难，就是通
过各种有效措施，使被执行人规避执
行、抗拒执行等不良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人民法院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
择性执行、乱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的现
象基本消除，通过严格的认定标准和令
人信服的甄别手段将无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剔除出执行难的范畴，确保有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全部或绝大部分得到及时依
法执行，全社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
协助执行的广泛共识基本形成”。

日常工作中，执行法官常因“财产

难查找、失信难惩戒、信息难公开”等
问题，束手无策。同时，基本解决执行
难还需要准确界定执行难，区分“执行
不力”和“执行不能”。如果因为缺乏查
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有效手段，而将
执行不力案件认定为执行不能，就是为
法院的消极执行找借口；如果将确无财
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认定为执行
不力，则会成为法院难以承受之重，浪
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过去一年，借助“互联网+”、国家
大数据战略、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带来
的难得历史机遇，最高法打出“组合
拳”，从制度和信息化两方面初步完成了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顶层设计，强力推进
制度落地，成效初见。2016 年，全国法
院受理执行案件 529.2 万件，执结 507.9
万件，同比分别上升 24.2%和 33.7%，执
结标的金额约 2.24 万亿元，比 2015 年提
高35.8%，实际到位金额突破1万亿元。

如今，法院的执行模式发生了巨大
变革，执行效率显著提升。在信息化建
设方面，通过完善网络查控系统、联合
信用惩戒系统、执行信息公开系统等，
最高法以失信惩戒为抓手大力推进执行
体制改革。例如，网络化查控体系四级
法院都能链接使用，覆盖了全国地域及

主要财产形式，实现对全国范围内包括
存款、证券、股票、车辆、船舶等 14 类
16 项财产信息的在线查控，基本做到

“一网打尽”，有效破解了“查人找物”
难题。同时，最高法还开展网络司法拍
卖，祛除拍卖环节的权力寻租空间，斩
断利益链条。

在制度机制层面，最高法完善失信
惩戒机制。2016 年，最高法会同国家发
改委等 44 家单位联合签署了 《关于对失
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
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基本形成“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据统
计，有近百万名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
惩戒主动履行了义务。

可以预见，随着立案登记制带来的
执行案件数量激增，法院“案多人少”
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基本解决执行难
仍将面临较大挑战。各级法院需要打好

“组合拳”，进一步激活现有制度，提升
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使用率；同时还要构
建统一完备的执行标准，开展规范执行
专项监督治理活动，完善执行惩戒的常
态机制。只有保证拳拳有落点，才能为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夯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