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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率
陈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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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将具备独立发展能力

张 弛
北京新鼎荣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足球发展应以市场为主导

钟秉枢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

发力科研诚信比辩解更有意义
曹红艳

论文造假背后存有种种隐情，但归根结底，无论是期刊审稿

程序、第三方机构，还是晋升的压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要

减少此类事件发生，根本上还要靠推进科研诚信建设

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在 1.5 线城市分布最多，

越发达的城市分布密度越高；俱乐部名称具有很强

的地域特点，地域冠名在前，其后辅以企业标识特

点的称谓，非企业化名称的只占 6 家；俱乐部主投

资商的来源以本地域为主，但本地域球员平均仅为

30％，低于国际水平。足协应与地方政府积极协

调，充分协商，在财政收入、文化建设、媒体宣传

支持、税收、安保、场地等各方面给予俱乐部地域

化和名称非企业化以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逐步过

渡到以市场为主导的足球发展模式。

证监会近日对前发审委员冯小树违法买卖股票罚没4．99亿元，采取终身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受到各方关注。冯小树监守自盗、知法犯法，说明严防金融腐败必须管

住“关键权力”，特别要强化对重要权力部门、关键环节和敏感岗位的监督制约。为

此，一方面要用制度的卡尺对权力加以约束，筑起权力“防火墙”，拔除监守自盗、

内外勾结的“病根”；另一方面，要加大问责力度，强化机构问责、监管问责和对监

管者问责，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更多的“冯小树”。 （时 锋）

徐徐 骏骏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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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证合一”便利市场准入

周石平
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局长

作为今年商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多

证合一”是市场准入便利化的进一步深化。推进

“多证合一”，就是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实现政

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为企业开办、运

行提供便利化服务。通过改革，大幅度缩短企业从

筹备开办到进入市场的时间，使营业执照成为企业

唯一“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为企业唯一

身份代码，实现“一照走天下”。

农 村 电 商 要 姓 农 为 农
乔金亮

农村电商要姓农，但上行或是下行不是判断农村电商“农”味儿的主要依据，还是要看其为“智慧农

村”作了多少贡献、是否让农民生活变得更美好。“条条大道通罗马”，农村电商本应是开放式的，不应对

模式过分苛求。只要能给农民带来利益，能给农民生产生活某一方面带来好处，就应该鼓励

“优质展会”与“德国制造”相得益彰
徐惠喜

在会展场馆、组展商实力和

展会项目三大指标上全面领跑，

使德国得以称雄全球会展业。

德国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大

量中小企业能从家门口举办的

国际高品质展会中获益匪浅，

“德国制造”和“优质展会”的相

得益彰，助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日前，有媒体报道，农村电商味儿

不“农”，主要盯着赚农民的钱、把工业

品卖给农民，但在把农产品卖到城里的

时候却不甚给力，引发业内关于农村电

商应聚焦农产品进城还是工业品下乡的

争论。笔者以为，农村电商要姓农，但

上行或是下行不是判断农村电商“农”

味儿的主要依据，还是要看其为“智慧

农村”做了多少贡献、是否让农民生活

变得更美好。

自然，农民有把农产品快速高价卖

出去的迫切性，但也有购买家电数码产

品、日用品等工业品的需求，有在线购

买优质低价种子、化肥等农资的需要，

还有获取缴费取款、医疗教育等各类服

务的期盼。因此，通过互联网满足农村

消费需求，让农民平等地获得与都市人

一样的消费环境，也是发展农村电商的

应有之义。

从电商企业来看，农村战略给其带

来的长远商业效益无须赘言。但与城市

不同，深耕农村需要时间、资金、人力

和渠道等投入。因而，这方面的尝试并

非总是成功的，农村电商目前的大比例

亏损就是明证。可见，发展农村电商要

耐得住投入、忍得住寂寞，事实上，不

少电商企业也是这么做的。比如，阿里

农村淘宝就承诺，布局乡村生态建设，

不逐利短线回报。

对农民来说，开始涉足农村电商时

常常存在误区：一种是消极认为本地没有

东西可以卖，另一种是以为东西好就一定

能在网上卖得好。实际上，农民懂得买才

能懂得卖，下行先做到位，上行才能做得

好。毕竟，上行和下行是相辅相成的，统

一于农民信息化需求的大生态。

既让工业品走进农村，又让农产品

卖到城里，是农村电商发展的理想状

态。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常常在农村电商

发展到中高级阶段才会出现。在我国这

样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这样

的探索没有可供参考的坐标。基于此，应

鼓励农村电商根据各自需求和定位，自由

选择合适自己的发展路径、盈利模式。“条

条大道通罗马”，农村电商本应是开放式

的，不应对模式过分苛求。只要能给农民

带来利益，能给农民生产生活某一方面

带来好处，就应该鼓励。

发展农村电商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商

品买卖，而是要全民共享信息化成果，

体现对城乡关系的全局考量。农村的

“空心化”近年来一直是舆论热议的话

题，与“空心化”相伴而生的，是人们

对“信息鸿沟”的担忧。不能让农村成

为隔绝在信息时代之外的一座座孤岛，

为此，农村电商正尝试用互联网和商业

文明将其连接起来，引进信息、技术，

注入服务、资金，吸引人才返乡创业。

无论上行还是下行，农村电商正为

乡村搭建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

这是一场变革，以信息技术提升乡村生

产效率，促进生产要素向乡村回流。更

关键的是，这种变革是以信息技术赋能

农村，会增强农民在信息时代的竞争

力，让农民从生产自由走向交易自由，

这也是农村电商的最大社会效益。从长

远看，还会带给农民精神面貌的革新以

及乡村治理的升级。

4 月份最后一周，来自全球 70 个国

家和地区的 6500 家参展商齐聚德国汉诺

威，在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展上，

集中展示了数百项“工业 4.0”应用。汉

诺威工博会可谓全球工业展会的风向

标，今年吸引的参展商数量比去年多出

近两成，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实力，折射

出德国在全球会展业的地位。

作为会展的聚集地，德国无疑是国

际性展会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体现在衡

量会展综合实力的几大核心指标上。

先看会展硬件，即场馆设施。作为

传统会展强国，德国拥有完备的会展基

础设施和优秀的会展市场主体。统计显

示，德国目前拥有室内展览总面积 137.6

万平方米，世界排名第一。在当今全球

十大顶级场馆中，有 4 家位于德国。其

中，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诺威博览中心

室内展览面积超过 46 万平方米；在全球

55 个超大场馆中，德国独占 11 席，场

馆面积之和占到总量的 26%。可见，无

论场馆数量还是展能规模，德国均属当

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过硬的基础设施，

为德国确定国际会展业龙头地位夯实了

基础。

再看组展商。会展能否成功举办，

离不开组展商在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协

调。德国拥有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响当当

的“大腕级”组展商。比如，杜塞尔多

夫展览公司、法兰克福展览公司、汉诺

威展览公司等，在业界家喻户晓，拥有

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有关机构根据公司

规模现状、组展数量和面积以及品牌知

名度等指标对全球组展商的排名显示，

全球组展商十强中，德国有 5 席，占了

一半。此外，德国展览业协会这一行业

协会更是收集了全球 5000 多个展会的相

关资料，能够提供约 5000 家组展商、会

展服务提供商、相关政府机构和行业组

织以及境外公司的相关展会数据，可随

时为相关展览提供技术支持。组展商的

实力，为德国成为会展业强国提供了坚

实保障。

最后看会展影响力。有众多大面积

展 馆 和 高 水 平 营 运 的 组 展 商 作 支 撑 ，

德国主办的展会自然技高一筹。世界

上位居领先地位的各类展会，有近三

分之二在德国境内举办，且多数都是

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引得各国企业争

相出席。在最近出炉的 2015 年世界百

强商展榜单中，入围的德国商展多达 50

个，展出面积超过 1040 万平方米，占全

球百强商展展出总面积的 53%，可谓占

据压倒性优势。

在会展场馆、组展商实力和展会项

目三大指标上的全面领跑，使德国得以

称雄全球会展业。值得一提的是，德国

凭其“优质展会”，在高调宣传“物美价

优”“德国制造”的同时，促进了德国经

济的繁荣发展。在德国举办的展会上，

高质量的国际化产品显然是激励潜在客

户不远万里前来参展的强大动因。德国

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量中小企业

能够从家门口举办的国际高品质展会中

获益匪浅，在向全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

同时，以最低成本和最佳效果与国际市

场直接接轨，由此带来绝佳商机。“德国

制造”和“优质展会”的相得益彰，助

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日前，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

自然 （Springer Nature） 一次性撤销旗

下杂志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

gy） 2012 年至 2016 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

107 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嫌同行评议造

假，多所名校和多家名医院成为重灾

区，社会舆论对此事的关注持续发酵。

我国学者论文被大规模撤销，已经不

是第一次发生。从 2015 年 3 月份到 10 月

份半年间，就已有近百篇由我国学者撰写

的论文被国际科技期刊宣布撤销。这次

被撤的论文是 2015 年撤稿事件的延续，

是出版方利用 2015 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

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发现的“问题论文”。

大规模“问题论文”的出现，特别

是在同行评议上造假，与以此谋利的

“第三方”机构有关。根据中国科协、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被撤论文作者

单位的调查，确实存在着代写、代投、

伪造同行评审的国际论文“一条龙”服

务灰色产业链，期刊与“第三方”机构

合谋牟利情形确有发生。就此，中国科

协专门发布 《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的“五不”行为守则》，提出不由“第三

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

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作修

改、不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违

反论文署名规范，并同时希望出版方完

善内控机制，加强对期刊的管理。警惕

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与“第三方”机构

有勾结的“掠夺性期刊”。

反思论文涉嫌造假被撤事件，更有

人指出，我国“唯论文论”的科研人员

评价体系应该负有责任。将在国际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评估

人才的关键指标，是国际通行的规则。

但在一些领域“一刀切”以论文发表作

评估，确实有些过犹不及。近年来中国

大规模撤稿的事件，几乎全都集中在医

学等应用型学科领域。对应用型人才的

评价和升职标准过多强调论文，令假论

文、假中介、假杂志的一条龙利益链应

运而生，社会舆论对论文考核受害者甚

至还会生出几分同情。

论文造假背后存有种种隐情，但归

根结底，无论是期刊审稿程序、第三方机

构，还是晋升的压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

因。要减少此类事件发生，根本上还要靠

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学术规范和最基本的

科研诚信规范是科研人员必须恪守的伦

理底线。科研管理层面的不合理标准、学

术期刊的疏于审核，固然在客观上是诱发

或纵容一些学术不端行为的外在因素，但

它们不应该是科研人员学术不端的理由，

更不应是管理部门减轻处罚的借口。

这次论文被撤稿事件再次发出警

示，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维护科研诚

信，到了需要出手的关键时刻。相关部

门应该站在提升中国创新品质，为历史

和世界负责的高度，对此事件所揭示的

严重问题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出台具有

切实规制力的科研诚信规则，并在创新

战略层面将科研诚信建设纳入整体布

局。同时，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创新

人才评价机制，从根本上铲除相关学术

造假的土壤。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77.2%；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 10.0%。这意味着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

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一个增量

概念，即消费增加量与当期 GDP 增量的比值。衡量消费

对 GDP 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的存量指标——最终消费

率，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支出占当年

GDP的比率，由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两部分组成。

从纵向看，1978 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 62.1%；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一度低于 60%；2010 年，最终消费率

跌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低点 49.1%，此后逐年回

升，但增幅很小。从横向看，我国最终消费率远低于同

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不小差

距。甚至可以说，因为最终消费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继续保持高位。

从组成最终消费率的内容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政府消费率一直比较稳定，最终消费率的趋势实际上由

居民消费率决定。因此，能否基本确立大体稳定的、与

经济总量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是本轮结构调整和经

济转型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这一市场的建立，主要取

决于居民消费率能否每年实现稳定增长。

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提高居民消费率呢？

首先，要调整分配结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去

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3%，低于

GDP6.7%的增速。只有通过调整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

入分配关系，让百姓收入增长跑赢经济增长，才能让人

们有更多消费能力。

其次，要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不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催生了较高的储

蓄动机。只有公共支出更多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医

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才能帮助百姓

建立起稳定的消费预期，构建起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再次，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通过提升有效供给提

高人们的支出意愿。只有进一步完善产品品质、市场秩

序、消费渠道等，才能改变落后的市场供给、改善国内

消费环境，为人们提供更多高品质、好品牌的商品，激

发出更多消费潜力。

总之，要让人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培育人

们消费的能力、减少人们消费的顾虑、增加人们消费的

积极性。但也应该看到，居民是消费主体，提高居民消

费率是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战略中的艰巨任务，也

是一项需要分配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

等长期配合的系统工程。只有破除制约居民消费力释放

的因素，才能打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一边是新股发行提速、“转板”通路开启，一

边是分层“升级”在即、精选层渐行渐近，众多新

三板企业正面临选择。预计精选层有望在 2017 年

中亮相，容纳约 500 家公司，并推行竞价交易。伴随

对标全球成熟市场的精选层推出，以及公募基金、社

保资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银行资金等新资金陆

续进入，新三板将具备独立发展能力。面对机遇企

业不妨“坚守”新三板，努力打造自己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