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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银保监会合并

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

空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更好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逐步建立

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

近日，新组建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

防风险攻坚战有了新利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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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高发手足口病高发，，这类人群要格外注意这类人群要格外注意

共享自行车国抽不合格率高于普通自行车

共享单车要烧钱更要走心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坚持不懈地加以推动，不

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

通过法律对个人形成有效的约束，真正将居民的源头分类

投放责任落到实处，才能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一周年，专家表示——

垃圾分类：习惯要培养 系统要完善
本报记者 熊 丽

2017年3月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共同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为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制定了路
线图。有观点认为，方案发布一年来，成
效并不明显，垃圾分类依然很难。垃圾分
类何时才能取得成功，引发了广泛关注。

“我认为这一年多来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基本上是在稳步推进。”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记者，垃圾分类是一
项长期工作，需要坚持不懈地加以推动，
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方案发布后，各
地需要出台相应的实施方案，要根据自身
条件完善相应设施，要做大量的宣传动员
工作，这些工作都要一步一步去做。如果
只图一时的红火热闹，靠奖励等刺激方式
来推动，这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实行垃圾分类工作可以追溯到
2000年。当时，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被
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在
此基础上，2015 年我国又推出了第一批
2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但总体而
言，进展缓慢、收效甚微，甚至原地踏步。
刘建国认为，这一阶段是垃圾分类的起步
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后端决定前端”，即
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缺乏，决定了前端的分
类收集只是“徒具形式”。

刘建国教授指出，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四个环节一环紧
扣一环，其中“一头一尾”尤为重要。近年
来，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成就，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持了
同步，垃圾分类也从起步阶段转入发展阶
段，其基本特点是“前端影响后端”，主要
矛盾由后端分类处理设施缺乏转化为源
头分类投放参与率低、准确性差。

2017年3月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实施方案》正式发布。《方案》要求，到
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
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到35%以上。

专家表示，如果以“木桶理论”形容

生活垃圾分类，那么“法治”就是生活垃
圾分类的桶底。目前，在国家层面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的基础上已经
建议尽快启动“固废法”修订工作，为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也
将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在地方层面上，2017年以来，各省市
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垃圾分类指导意见或实
施方案，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
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呼之欲出。北京市提出，到2020年底，
全市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达到90%以
上，进入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设施的生活
垃圾增速控制在4%左右；重庆市提出，到
2020年底，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试
点的街道比例达到50%，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超过35%。此外，宁夏银川、贵州贵阳
等西部地区也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方案。

“目前，我们最为突出的短板是全民
参与，即全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主动
自觉参与。”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实质
上是一项典型的社会治理工作，其成效
高低与进度快慢主要取决于我国社会治
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参与的普遍程
度，这也决定了我国垃圾分类成效提高
的进度不可能太快。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脱离居民的源
头分类投放责任来推动垃圾分类，只能
是“假装在分类”，实际上不可能持续。
居民的源头分类做得好不好，并非素质
问题，而是需要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正面引导固然很重要，但通过法律对个
人形成有效的约束，真正将居民的源头
分类投放责任落到实处，才能形成全民
参与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

“途正定可登顶，行稳方能致远。”刘
建国表示，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较为复
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结合国情社情民情，
认真总结扬弃国内外成功经验与失败教
训，做好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有针对性
地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的法治建设、文化
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求真务实，循
序渐进，避免走错方向或者来回折腾。

4 月 8 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在北京挂牌，标志着新组建的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运行。
多位业内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银保监会的合并，是我国深化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有
助于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
置，是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
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一项
重要举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防范风险是首要目标

“银保合并要放在监管调整的大格
局下来认识，不能只看到两个监管部门
之间的合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表示，在金融实
践中，综合经营趋势明显，跨行业、跨
市场、跨机构的交叉金融业务和产品越
来越多。同时，在原有的监管框架下，
不同机构的监管主体和规则都不同，这
就使得相互重叠的业务或者性质相近的
业务，因受到的监管不同，进而出现了
大量监管套利空间。

在曾刚看来，上述监管套利空间主
要出现在两种情况中，一种是灰色地带
没人管，另一种是各管一段，如通道类
业务等。在分业监管的状态下，银证保

“各自为战”，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
通，既没有动力，也难以检测到资金流
向，进而出现监管空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需要金
融监管来保驾护航。“随着金融体系的
发展和完善，金融监管改革需要跟紧
步伐，保证监管效力的提升。”民生银
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要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金融监管改革
就要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温彬表示，在前几年相对宽松的发
展环境下，我国金融业取得快速发展，
同时也埋下了不少风险隐患。如影子银
行不断壮大、资金脱实向虚、市场乱象
四起等。大量“创新”使业务层层嵌
套，增加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关
联度，为监管穿透带来难度，金融风险
跨行业、跨市场的传染性不断增强。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干部大会上，银保监会党委书记
郭树清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到组建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统筹经济金融工作全局作出的重大

决定，对于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提高银行保险监管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体制改革要动态调整

监管架构的优化是将过去传统的基
于机构条线的分业监管形式，逐渐发展
为一个整体的监管体系。业内专家表
示，这意味着要将所有的金融机构和金
融行为都包含在监管框架内，既包括原
有的持牌金融机构，也要包含一些准金
融行为。“这是适应现代综合化经营的
必然结果，但在实践中也要考虑到改革
方案实施的难度，要做到改革进程与风
险防控之间的平衡。”曾刚表示，目前
的银保合并可能只是长远监管改革中的
一个步骤，更可能是一个开始，“纵观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实际上都是一
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这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过程”。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表
示，银保合并后我国将形成“一委一行
两会”的金融监管架构，“一委”负责
总体协调，“一行”负责货币政策和宏
观审慎，“两会”则分别侧重于机构监
管和市场监管，布局更加合理，分工更
加明确。

具体来看，“一委”是“国务院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金
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温彬指
出，事实上，我国一直在探索协调监
管。比如，2008 年国务院直接牵头金
融旬会制度，2013 年央行牵头金融监
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是，始终
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把监管机构统筹协调
起来。金稳委的成立，开创了我国金融
业统筹和协调监管的新局面。

“一行”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
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实施货币政策和宏
观审慎的“双支柱框架”。过去，“一行
三会”的分业监管思路是，央行主要负
责货币政策，“三会”负责金融监管。
但在很长时间内，金融监管集发展和监
管两大目标于一身，监管经常让位于发
展，监管很难做到完全姓“监”。为了
更好地分离监管与发展的职能，本次调
整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
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制度的
职责划入央行，这有利于提高监管政策
的透明度，防止目标偏离。

“两会”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未来将专注于监管姓“监”，侧重
于对金融机构行为和功能的微观监管，
解决现有监管体制中监管重叠和监管空

白等缺陷。

强化监管将利好行业

“目前，我国金融强监管严监管的
主基调基本形成，银保监会的合并长期
看有利于更好地规范行业秩序，促进银
行保险业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温彬表示，我国
银行业与保险业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
特征比较明显，未来行业间进一步融合
将是大势所趋。银行和保险受同一机构
监管，或助推银行对保险产品代销和交
叉销售等跨业合作的规范开展，为银保
间业务合作带来实质性利好。

银保监会近日表示，今年一季度，
银行保险业监管部门采取有效监管措
施，防风险、治乱象等各项工作取得新
进展，进一步巩固了资金脱虚向实的成
果，推动银行保险业实现了稳健运行和
良好开局。银行业资产规模稳步增长，
流动性进一步增强，贷款质量保持稳
定，资本和拨备稳中有升，风险抵御能
力进一步提升。保险业发展主动转型，

结构进一步优化，保障型业务平稳增
长，服务大局能力进一步增强，资金运
用平稳提升，行业偿付能力不断优化。

事实上，从各国金融发展态势看，
银行和保险是整个金融行业中最重要的
两类金融机构，都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
庞大的资金运用业务。“随着综合经营
的发展，银行介入保险是趋势；随着人
口老龄化，保险行业尤其是寿险行业将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保险业也需要
得到银行的支持。因此，银保合并对于
保障和加快银行和保险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殷剑峰说。

与此同时，曾刚指出，从穿透式监
管的角度来看，银保合并会更容易找准
风险根源，是打好长期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为银行业和保险
业的长远稳健发展保驾护航。“长远来
看，监管的强化有助于清除一些不规范
的行为或者市场乱象，对行业发展是有
好处的。短期内也要一分为二地来认
识。从实践来看，监管的强化对一些银
行来说压力很大，但对另外一些银行来
说，业绩反而更加出色了。”曾刚说。

近两年，作为新兴业态，共享自行车的发展势头超乎
想象，相关企业“烧钱”不断。数据显示，目前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运营企业近 70家，共享自行车累计投放量超过
2000万辆。随之产生的安全隐患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广
泛关注。

日前，原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共享自行车产品质量国家
监督专项抽查结果，这也是国家相关部门首次开展对共享
自行车产品质量专项抽查。经检验，有5个运营品牌的21
批次产品合格，产品抽查批次合格率为 87.5%。3个运营
品牌的 3 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批次检出率为
12.5%，高于近两年普通自行车的国抽不合格率。

据介绍，本次抽查涵盖摩拜、OFO、Hellobike 等共
7个运营品牌的24批次共享自行车产品，抽样地点所在地
遍及天津、广东、江苏等地区的 10个城市，检验了产品
的制动性能、握闸尺寸等14个项目。

据原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二级巡视员刘杰介
绍，为了从不同环节，尤其是与广大使用人群直接关系的
环节反映质量状况，质检部门对共享自行车投放点、运营
仓库、生产企业等不同环节的产品开展了抽查，覆盖了共
享自行车从成品出厂到待投放的关键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专项抽查重点抽查了摩拜、
OFO、Hellobike 三个品牌的产品，其中仅有摩拜抽查批
次合格率为 88.9%，其余两个品牌合格率均为 100%。摩
拜抽查不合格的 1 个批次产品为待投放于广州市的 li-
te2.2Plus 共享单车产品，不合格项目为脚蹬间隙 （地面
距离）。

据了解，共享自行车在转弯时脚蹬或其它零部件如触
及地面，容易导致骑行者摔倒，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相关
检测人员告诉记者，脚蹬间隙不合格原因正是企业对车型
设计不合理，出现中轴部位尺寸偏宽、曲柄过长等情况，
或整车装配不合理，出现车架中接头设计位置及曲柄脚蹬
选用不能满足脚蹬间隙要求。

此外，本次抽查中，优拜、全域骑游2个运营品牌的
2个批次产品存在反射器项目不合格问题。车辆未安装反
射器或反射器光学性能较差，会影响骑行者在夜间的骑行
安全。不合格原因主要是产品设计存在缺陷，或过程控制
不严，出现漏装或不装。

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专家叶
震涛强调，此次共享自行车专项抽查所依据的标准是
GB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 民用自行车标准，是自行车
最低应该达到的要求。以脚蹬间隙为例，国标规定自行车
在倾斜 25度时，脚蹬上任何零部件不能触及地面。摩拜
的 1 个批次不合格产品在车身倾斜 23 度左右时，脚蹬就
已经触及地面，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相比共享自行车的使用环境和使用频率，采用这一标
准检测共享自行车明显宽松。未来，我们应该对共享自行
车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以保证使用者的安全。”叶震涛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通报，，33 月份全国手足口月份全国手足口
病报告的病例已经达到病报告的病例已经达到 22..88万例万例，，是是 22月份的两倍以上月份的两倍以上，，
预计预计 20182018年是手足口病高峰年年是手足口病高峰年，，流行强度将高于去年流行强度将高于去年。。
面对逐渐进入流行期的手足口病面对逐渐进入流行期的手足口病，，家长们应该如何应家长们应该如何应
对对？？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本期主持人梳理了相关本期主持人梳理了相关
问题问题。。

河北网友河北网友““青又青青又青””：：手足口病是什么手足口病是什么？？有什么危害有什么危害？？

主持人主持人：：手足口病是一种婴幼儿人群手足口病是一种婴幼儿人群（（55 岁以下儿岁以下儿
童童））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四季均可发病四季均可发病，，以夏秋季多见以夏秋季多见，，是是
我国法定报告的丙类传染病我国法定报告的丙类传染病。。手足口病由多种肠道病毒手足口病由多种肠道病毒
引起引起，，其中以肠道病毒其中以肠道病毒 7171 型型(EV(EV7171))和柯萨奇和柯萨奇 AA 组组 1616 型型
(CV-A(CV-A1616))最为多见最为多见。。

20102010年以来年以来，，手足口病的发病人数一直位列我国法手足口病的发病人数一直位列我国法
定报告传染病的首位定报告传染病的首位，，每年平均报告病例数达到了每年平均报告病例数达到了 206206
万例万例，，因病死亡人数也位列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前因病死亡人数也位列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前 55 位位。。
然而然而，，手足口病目前无特异性治疗方法手足口病目前无特异性治疗方法，，绝大多数患者可绝大多数患者可
在在77日至日至1010日内自愈日内自愈，，多无后遗症多无后遗症。。极少数患者病情危极少数患者病情危
重重，，有并发症有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患儿在如果患儿在 33岁以下岁以下，，出出
现持续高热不退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差精神差、、呕吐呕吐、、易惊易惊、、肢体抖动肢体抖动、、无力无力，，呼呼
吸及心率加快吸及心率加快，，出冷汗出冷汗、、手足冰凉等现象手足冰凉等现象，，应考虑重症的应考虑重症的
可能性可能性，，并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北京网友北京网友““左思右想左思右想””：：如何预防手足口病如何预防手足口病？？

主持人主持人：：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当培养儿童养成正确洗家长应当培养儿童养成正确洗
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居家和个人卫生注意居家和个人卫生，，居室要经常居室要经常
通风通风，，勤晒衣被勤晒衣被。。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孩子到人群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孩子到人群
拥挤拥挤、、空气流通差的场所空气流通差的场所，，避免与患儿接触避免与患儿接触，，做好对孩子做好对孩子
日常用品的清洁和消毒日常用品的清洁和消毒。。

接种接种 EVEV7171 灭活疫苗是预防手足口病的重要途径灭活疫苗是预防手足口病的重要途径。。
据了解据了解，，EVEV7171疫苗是我国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疫苗疫苗是我国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疫苗，，安安
全性非常好全性非常好，，且保护率达到且保护率达到9595%%。。据疾控部门监测发现据疾控部门监测发现，，
该疫苗该疫苗55年持续保护率在年持续保护率在8585%%以上以上。。EVEV7171型灭活疫苗推型灭活疫苗推
荐接种年龄为荐接种年龄为66月龄至月龄至55岁岁，，如能在如能在1212月龄前完成基础免月龄前完成基础免
疫疫22剂次接种剂次接种（（间隔间隔11个月个月），），可尽早获得保护可尽早获得保护。。

青岛网友青岛网友““糖糖冰丝糖糖冰丝””：：患过手足口病的宝宝还需要患过手足口病的宝宝还需要

接种疫苗吗接种疫苗吗？？

主持人主持人：：由于手足口病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由于手足口病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
不同病毒型别之间的交叉保护较弱不同病毒型别之间的交叉保护较弱，，所以接种所以接种 EVEV7171 型型
灭活疫苗仅可预防由灭活疫苗仅可预防由 EVEV7171 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不能不能
预防其他肠道病毒感染引发的手足口病预防其他肠道病毒感染引发的手足口病。。如果儿童曾患如果儿童曾患
过手足口病但未明确是否由过手足口病但未明确是否由 EVEV7171 感染所致感染所致，，在不超过在不超过
限定年龄的情况下限定年龄的情况下，，仍可接种仍可接种EVEV7171型灭活疫苗型灭活疫苗。。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吉蕾蕾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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