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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扶贫产业切勿盲目而为
拓兆兵

急功近利急功近利

翟桂溪翟桂溪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中央要求2020年实现脱贫目标，各地立下“军令状”，层层签订责任书，为扶贫工

作扎实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个别地方为了完成任务、体现政绩，层层加码赶

进度，搞虚假扶贫、数字脱贫，用形式主义代替了真抓实干。如果在脱贫攻坚中存在

急功近利行为，难免会导致扶贫政策虚置，不仅浪费财政资金，抵消了务实扶贫干部

的干劲，也损害了贫困群众的致富信心，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对这类行

为必须予以纠正，切实保障脱贫攻坚质量和实效，让贫困地区的群众切实看到变化、

真正得到实惠。 （时 锋）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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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交通”代表城市出行未来

争夺集成电路产业科技制高点

叶甜春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所长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代表着当今世界微细制造的最

高水平，集人类超精细加工技术之大成，因此集成电

路产业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全球

高科技国力竞争的战略必争制高点。芯片强则产业

强，芯片兴则经济兴，没有芯片就没有安全。在信息

时代，集成电路是核心基石，电脑、手机、家电、汽

车、高铁、电网、医疗仪器、机器人、工业控制等各

种电子产品和系统都离不开集成电路。没有集成电路

产业支撑，信息社会就失去了“根基”。因此，集成

电路是现代工业的“粮食”。

共享单车让城市自行车体系全面回归，人们的出

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和多样。由自行车、公共交通体

系、步行等构成的“多模式交通”是城市出行的未

来。此前，北京的交通规划重点是强调公共交通系统

规模，如地铁里程、公交车数量等。下一阶段的重点

不应仅是修建更多地铁，还应更多关注如何对地铁等

公共交通系统实行优化改造，由规模建设转为管理和

服务质量提升。目前美国、欧洲等地很多城市都在提

升城市功能混合度，促进工作区、生活区职住平衡，

在削减出行距离方面投入很大精力，共享单车和城市

功能混合度的提升恰恰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

《新华字典》 作为一本工具书，具有较强的社会

服务功能，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是商品，它

的电子版也是如此。因此电子版的 《新华字典》 定价

多少，出版方可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目前在互联

网应用市场上，的确有不少可供用户免费使用的字典

类产品，但其中充斥着大量盗版和仿冒之作。一些盗

版产品不仅质量低下，有违规范标准，而且乱插广

告，用户体验较差。知识付费近年来已被社会逐渐接

受，知识付费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也是保持产品持

续发展、服务用户的必要方式。

毕业季，少些形式多点“意义”
魏永刚

共 享 汽 车 有 序 才 能 发 展
杨忠阳

虽然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有着同样的炒作逻辑和商业模式，但是二者背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需求定

位、运营属性和安全监管门槛，这些“不同”足以压制共享汽车的爆发时间和发展空间，更何况现在的

共享单车也没哪一家已实现盈利，共享汽车实现盈利更难，所以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爆发

继共享单车之后，关于分时租赁的

“共享汽车”的议论也急剧升温。6 月 3

日，一步用车获得多氟多集团 1.35 亿元

A 轮融资。此前有多家共享平台号称拿

到数额不等的融资。交通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6 月 1 日发布的 《关于促进汽

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

见稿）》 提出，“鼓励汽车分时租赁发

展”。有观点认为，共享汽车正在驶入

政策和资本风口，大有爆发之势。

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理由在于，虽

然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有着同样的炒作

逻辑和商业模式，即资本通过大手笔投

入，先培养用户使用习惯，然后依靠租

车费用、押金、广告费等增值服务，以

及后期大数据所挖掘出来的新价值链来

实现盈利，但是二者背后却有着完全不

同的需求定位、运营属性和安全监管门

槛，这些“不同”足以压制共享汽车的

爆发时间和发展空间，使得共享汽车只

能走有序发展之路。

首先，从需求定位来看，共享汽车

要比共享单车受到更严的总量控制。虽

然国家 《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

“应当予以鼓励发展”，但也强调要“在

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建立

与公众出行需求、城市道路资源、停车

资源等相适应的车辆投放机制，使其与

其他出行方式协调发展”，这实际上给

共享汽车规模设置了一定限量，即鼓励

的前提是，不能让共享汽车像此前的共

享单车那样“野蛮生长”，特别是在北

京、上海等城市交通资源普遍紧缺的城

市。可是，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网点和

数量，共享汽车的使用就不会便捷，消

费者体验就不会太好，这反过来又会影

响需求。与共享单车助力解决城市交通

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不同，共享汽

车应用场景有较大局限性，似乎更适合

节假日期间及有限牌政策的一线城市和

旅游城市等。

其次，从运营属性来看，共享汽车

要比共享单车“重”，乃典型的重资产

模式。与每辆共享单车百元左右成本相

比，采购一辆新能源汽车动辄几万元到

十几万元。更不能忽视的是，汽车分时

租赁运营比一般自行车的租赁业务也要

复杂得多，不仅包括运营指标、车辆车

型选择、定价、网点选择、车机与系

统、停车与充电基础设施，以及车辆调

度和清理等诸多环节，而且在使用中还

需要支付停车费、油费或者电费、保险

费用、路桥费以及日常运维等成本。根

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组织的调查，目前

我国一个稍具规模的汽车分时租赁平台

要实现盈利，每辆汽车日收入至少得

150 元。事实上，德国戴姆勒 Car2go、

法国博洛雷 Autolib等共享汽车，从项目

筹划到运营经历了接近 10 年甚至更多时

间，但受制于运营端的发展速度，目前

车辆规模也仅在万辆水平。以至于戴姆

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大中华区董事

长唐仕凯不得不感慨，“从盈利的角度

看，推动汽车共享出行服务确实比自行

车和出租车存在更多难度”。

最后，从安全监管来看，共享汽车

的要求也比共享单车高很多。由于汽车

的复杂程度和行驶速度远高于自行车，

一旦发生事故，其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也

远高于后者，这就对使用者和监管者提

出了更多要求。今年 4 月份，成都一位

刚毕业的大学生租用共享汽车行车时发

生交通事故，致一死一伤。值得注意的

是，这位大学生驾照已被扣 12 分，是借

用朋友账号租用的共享汽车。尽管对于

这起事故的责任划分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却对共享汽车的安全使用及监管提出

了新的挑战。

当然，共享汽车短时间内不能爆

发，并不意味着分时租赁企业没有市场

成长机会。从长远看，汽车分时租赁能

够降低驾驶者成本，随着自动驾驶技术

的成熟，分时租赁车辆的便利性会逐步

得到解决，其对出租、网约车以及传统

租赁模式的优势就会放大。眼下的关键

还在于，企业要围绕用户需求，在服务

模式、技术、管理上不断探索和创新，

解决用户痛点，改善用户体验，才能为

未来的脱颖而出打下坚实基础。那些指

望在短期内“捞一把就走”的资本，有

可能会失望了。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各

地都在大力发展脱贫致富产业。产业是

脱贫致富的基石，但有些地方却出现了

扶贫产业“掠夺式”发展的苗头，有的已

经危及脱贫攻坚事业，需要警惕和纠正。

一种是盲目扩规，向市场索求无

度。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

整体提高，贫困地区有了发展产业的基

础条件，再加上国家扶贫资金的持续投

入，贫困地区产业正在向规模化、现代

化方向发展。为了提高规模效益，有些

地方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种植养殖

规模，其中既有农民自发扩大规模，也

有当地政府的主导推动，且某些地方更

多表现为政府主导扩大规模。由于地方

政府具有捆绑整合项目资金和扶贫资金

的优势，扩规速度很快，往往两三年就能

扩大十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养羊养牛

一扩就是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如此

急 速 扩 大 的 产 量 ，往 往 忽 视 了 市 场 容

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毗邻省区地理

及资源禀赋条件相似，出产的农牧产品

也相似，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地区性种植

养殖规模，造成市场严重过剩，轻则价格

下跌，重则无人问津，农民遭受巨大损失。

一种是竭泽而渔，向自然索求无

度。贫困地区大多是资源匮乏地区，有

限的较好资源往往被当成“摇钱树”透

支使用。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优势特色

农产品产量，有些地方土地不轮作、草

原不轮牧，导致品种退化、病虫害严

重；有的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

板结、重金属超标；有的不顾水资源短

缺的现实，大规模发展耗水产业，导致

产品质量下降、产业不可持续。凡此种

种，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扶贫产业之所以出现“掠夺式”发

展的苗头，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

主观上看，干部群众脱贫愿望强烈，有

些人为了脱贫不管不顾。各地又都出台

了脱贫时间表，有按时完成任务的压

力。从客观上看，贫困地区优势资源有

限，能够利用和做大的资源就那么两三

种，各地要用足、用好仅有的资源，获

取最大效益，难免会一哄而上。

实际上，不仅贫困地区，近年来很

多条件较好的地方也出现了“掠夺式”

发展的苗头，有的地方已经得到了血的

教训。盲目扩大规模、竭泽而渔造成“谷

贱伤农”“菜贱伤农”，尽管很多地方采取

政府补贴、命令公务员等群体“爱心”购

买等措施化解，但终究只能暂时缓解供

需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最

终都会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产

业的连续性和脱贫攻坚的进程。

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地方已经注意

到了这些情况，并采取了措施。比如，

宁夏中卫市就对脱贫致富成效显著的百

万亩硒砂瓜采取了限规提质的做法，同

时着手培育可接续产业，既保护了硒砂

瓜的质量和品牌，也保护了农民未来的

利益。事实证明，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

不可违背，扶贫产业同样不能例外。扶

贫产业务必要评估好风险，规划好规

模，控制好产量。唯有如此，才有利于

实现农民稳定增收。

六七月份是毕业季。一批又一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

结束一段学习经历，开启另一段生活。毕业，总是夏季里

的“热词”之一。在各种形式的欢送和庆祝毕业中，我们

看到，不少庆祝显现出的是形式的奢侈，却失去了教育意

义。因此，笔者想对正在毕业的青少年，还有正在组织毕

业庆典活动的学校，说一句：学生毕业，少些形式，多点

“意义”。

毕业，本来是一段学业的结束。经过几年紧张学习，

终于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以热

闹的形式庆祝一下，古已有之，无可厚非。但现在，毕业

形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奢华。有的大学，铺起长长的红

地毯，让毕业生“走红”；有的学校，把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在操场上围成一圈，租用直升机、无人

机“航拍”合影；甚至有的小学，也要让孩子们走过“毕

业门”。为了一个毕业典礼，甚至要准备好几天，“彩排”

好几次，这样的活动其实已经超过了庆祝毕业的本来意

义，成为形式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一个表现。

毕业庆祝在奢靡之外，还要“兴师动众”。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毕业请家长参加成为一个“惯

例”。小学毕业典礼要家长参加，中学毕业要家长“见

证”，大学毕业要“感恩父母”，每个阶段毕业的孩子都

要“请家长”。这在情理上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仔

细想来也有点“劳民伤财”。城里的父母参加孩子毕业

典礼的“成本”，大概要请一天假。农村父母的参与成

本就更高。一个农村孩子大学毕业，让他在另一座城市

打工的父母放下手头营生，赶到另一座城市去“见证”

孩子的毕业，接受孩子“感恩”，实在意义并没有想象

的那么大。

毕业是一个人成长的节点。在这个特殊时刻，举行

一些庆祝活动，是应该的。但这种活动还是要少一些形

式，多一点“意义”为好。有一首 《毕业歌》 传唱了七

八十年，今天仍然在青少年学子毕业的时刻响起。“我

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同

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兴亡”，这些豪迈的歌

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庆祝毕业，还是应着眼于让

孩子们记住点什么，而不必一味追求场面宏大、形式

热闹。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有些

地方出现了扶贫产业“掠夺

式”发展的苗头，有的是盲目

扩规，向市场索求无度，有的

是竭泽而渔，向自然索求无

度，这都需要警惕和纠正。事

实证明，自然规律和市场规律

不可违背，扶贫产业同样不能

例外。扶贫产业务必要评估好

风险，规划好规模，控制好产

量。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实现

农民稳定增收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交场合多次阐述

了中国希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一

带一路”是在全球化出现逆流时提出的，

其历史使命是使全球化均势发展，使多

数国家获得发展机会。

首先，发展问题第一次作为主导议

题在全球治理层面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以 WTO、联合国、世界

银行等国际机构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治理

机制一直没能很好解决发展问题。强权

在 WTO 谈判中经常出现，导致对发达

国家有利的领域自由化进程很快，对发

展中国家有利的领域尤其是劳动密集型

产品领域的自由化进程一拖再拖。在发

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WTO 把 2001

年多哈谈判定为“发展回合”，讨论发展

问题。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今

天，发展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纠

正全球经贸治理的方向偏差、重视发展

需求已经迫在眉睫。习近平主席指出，

长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为发达国

家所主导，被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南北

分歧所困扰。“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在

一个区域范围内探讨发展议题，但却是

将发展放在主导地位的全球治理安排。

其次，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掌握规则

制定的主动权。

国际规则制定权，实质上就是国际

利益的分配权。随着发达国家实力减

弱，其在全球治理方面出现减少或中断

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倾向。特朗普上台

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明确表现出减少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供给

的意图。在此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敏锐

关注到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地位变化，指

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

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

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

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

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共同发

展由中国提出，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认可，从全球经

贸治理层次上看，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

次掌握规则制定权。

再次，发展第一次成为全球经贸治

理的目标。

在全球化出现逆流、很多国家走向

保护主义老路时，中国坚持自由贸易信

念，认为自由贸易是实现发展的必由之

路。不但如此，中国还关注到发展中国

家的本质需求，提出共同发展目标，超越

了传统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目标，将

全球经贸治理的首要任务回归到经济发

展。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发展是授人以

渔，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路

径是实现工业化。“一带一路”倡议主张

产能合作、区域产业链塑造，这就是在创

造发展机会。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从长远来看，这些理念将为世界经济

长远发展提供动力，并丰富以发展为目

标的全球治理思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困境
程大为

“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出现逆流时提出的，其历史使命是使

全球化均势发展，使多数国家获得发展机会。中国“十三五”规划

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也将丰富以发展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