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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服务触角延伸至供应链生态圈
钱箐旎

发展新能源汽车莫陷入“二元论”
杨忠阳

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我国电动汽车发展还存在某些有待完善的问题，但实践已经表明，通

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并非绝无可能。而且，电动汽车的驱动源于电力，极大降

低和分散了我国对于石油的依赖，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还须认识到，不应该把新能源汽车与

燃油车发展简单对立起来

如此如此““包装包装””

据新华社报道，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一起“黑外教”案

件。一中介机构将不符合在华就业资质的外籍人员“包装”后，派遣到中小

学、幼儿园任教。这些所谓的“金牌外教”大多只有初高中学历，有的只有初

中学历，甚至有的留有案底。对此，除了加强出入境管理，相关部门还应加强

沟通与合作，完善中介机构及外教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应对人力资源

中介机构强化管理，定点定时抽查，并加强对外教人员的出入境资料、教育资

格等审核力度。 （时 锋）

不宜拿“网红”当梦想
盛柏臻

“科幻图书单”应着眼未来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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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

财政发挥着“定海神针”作用。

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通过率先大幅减税降费，调整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等组合措施，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8年，积极财政政策表现更加亮

眼。比如，下调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

增值税税率等多项减税措施，预计全年

为市场主体减负约 1.3万亿元。减税规

模及其占 GDP 比重在全世界首屈一

指。2018 年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8.7%，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和较快进

度，强有力地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改革。

当前，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经济运

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微观层

面，诸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对加大

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呼声

较高。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

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由 此 ， 今 年 的 积 极 财 政 政 策 加

力提效应大有可为——

如何加力？必须在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和支出力度上双管齐下。今年 1 月 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走出了今年减税降

费“先手棋”，推出一批小微企业减税

措施。全国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都

能享受到此次减税利好，这体现了今年

减税降费“加力”的重要方式——提高

普惠度。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研究制定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

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此外，财

政支出力度也将加大，并较大幅度增加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支持重大在建

项目建设和补齐短板。

怎样提效？必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益，要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

一方面，要增加对脱贫攻坚、“三农”、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生态

环保、民生等领域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

“三公”经费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此外，要化解财政收入放

缓与刚性支出之间的矛盾，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还必须要抓

住预算绩效管理这个“牛鼻子”。要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需要指出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快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使用进度，更好发挥专项债对稳投资、促消费的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也要规范政府债务管理，既要确保地方政府债券不出风险，也

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

更多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好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贵在齐心合力推进落实。在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过程中，各地各部门面对改革的难点和痛点，不仅要扛住压

力、战胜挑战，更得要准确、快速、高效地传导和执行各项政策。相信

在共同努力下，积极财政政策这枚“定海神针”将释放出更加强劲的

能量，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

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提出，

“商业银行要遵循经济金融规律，依法

合规审慎经营，科学设定信贷计划，不

得组织运动式信贷投放”。这对于增

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可持续性有重

要意义。

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

力军”，特别是在服务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商业

银行来说，要服务好此类企业，打通

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除了要加

大资金投放力度，更重要的是提升信

贷投放能力。实践中，监管部门也要

多措并举，积极为商业银行疏通道

路，包括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调

整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以及支持

银行机构尤其是中小机构多渠道补充

资本，打通商业银行补充一级资本的

渠道等。

从商业银行自身角度来说，要想

提升信贷投放能力，部分银行也要改

变以往过度关注短期利润的意识，要

充分认识到，实体经济长期受损对银

行机构的长期发展也是不利的。从具

体举措上来看，一方面要优化内部绩

效考核的方式方法，要从中长期利益

着手，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银行在民

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

用；另一方面，还要做到增强内源资本

与拓宽外源资本补充渠道双管齐下，

既要适当提高利润留存比例，夯实核

心资本，还需加大资本工具创新，拓宽

资本补充渠道。对上市银行而言，除

了股权融资外，还可以发展债券融资

等多种资本工具。

在增强信贷投放能力的同时，商

业银行还应积极优化信贷投放结构，

降低对个人房贷的依赖程度，压缩对

过剩产能领域的信贷投放，加大对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领域的

支持。从商业银行的发展来看，信贷

投放结构是与经营效率、盈利以及风

险紧密相关的，更合理的信贷投放结

构，有助于商业银行在经济转型时期

更加有效地配置信贷资源，推动国内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诚然，在优质资产难寻的环境下，

可以理解商业银行选择将大量信贷资

源投放到违约率较低的个人住房贷

款，但信贷投放的行业集中度过高，不

利于分散信贷投放的行业风险。

事实上，监管政策也在不断引导

商业银行积极调整信贷政策，包括中

国人民银行多次对商业银行实施定向

降准政策，推动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

业发展；中国银保监会也多次提出银

行业需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以推动

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目标、结合自

身 发 展 优 势 制 定 差 异 化 信 贷 投 放

策略。

当前，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小微

企业的信贷支持仍有不足，要打通企

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应结合企业

特点科学制定项目，在防范风险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专业能力，

综合行业结构、客户结构等多个因素，

建立动态调整信贷结构的长效机制。

要做到深入企业内部，挖掘和了解企

业需求，并将服务的触角延伸至供应

链上下游等生态圈。只有真正做到从

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才能将风险最

小化、将效益最大化，实现银行与企业

的共赢共生。

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点燃了

很多青少年学生的科幻热情。于是，

一些学校向学生推荐科幻图书书单。

不过，有些学校书单列的作品要么是

“哈利·波特系列”魔幻书目，要么仍然

是一些传统书目。

很长一段时间，科幻作品在国内

被视为科普读物的子类，很多人认为

科幻小说缺乏科学性，不够严肃，是儿

童读物等。其实，科幻属于幻想文学

类，更偏重于科学，主要探索的是人类

终极命运，科技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前

景，作者提出各种设想，找寻可能性答

案，适合保有好奇心的人。可见，阅读

科幻小说可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有

利于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需要看到的是，科幻小说所描述

的科技，具有一定的时代性，部分科幻

小说虽然堪称经典，但其描述的内容

已落后于科技发展现实，很难吸引学

生的兴趣。比如，有些书里描述的时

代，还需要乘坐火车、热气球，现在乘

飞机一天就能实现；有些书里提到的

潜水艇，在该书写作时还没发明出

来。阅读此类经典科幻小说，需要学

生了解更多的创作背景，了解作者所

处的时代，这样才能意识到这类作品

的精彩之处。否则，仅靠经典二字，难

以吸引今天的学生。所以说，学校要

根据当前科技发展水平，向学生推荐

具有未来性、时代性的科幻作品，打开

超越时代的未来科技想象空间。

据报道，春节期间，在浙江绍兴柯

桥打工的某短视频用户郝某某，在拍

摄“跳河”短视频时不幸头部触底受

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此前，他有一个

当“网红”的梦想——“等将来火了，就

不用上班了”。

在很大程度上，某些“网红”的成

功绝非一种偶然，而是建立在专业团

队、专业知识储备以及无数挫折后的

经验教训等基础之上的，是通过足够

的内容逐步从量变到质变，进而实现

“转身”的。所以说，与其视“网红”为

目标，不如专注创作过程。

现实中，有很多短视频的制作者

想当“网红”，但产品常常会不温不

火，这是正常的。一旦有急于求成的

心态，以冒险、刺激的手段吸引眼

球、扩大赞赏，最终很可能会走向

极端，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一些

短视频制作者特别是个人制作者，

应以相关负面新闻为戒，树立起正

确的择业观，努力当一名成熟而理

性的创业者。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积累成功

经验，分析失败原因，做到扬长避短，

寻求差异化竞争，才有更大成功机

会。而且，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不宜拿“网红”当梦想，最好应当作一

种结果、一种反馈、一种鼓励，没有必

要去刻意求之。

央企做大做优做强离不开外部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同

样也需要内部高效专业金融服务辅助。央企金融业务有外部

金融机构无法替代的特殊价值和作用。但开展金融业务又是

一把“双刃剑”，做不好反而会拖累央企主业发展，随着央

企普遍开展金融业务，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一是规避加

剧金融“脱实向虚”的风险。二是规避诱发金融风险和经营

风险。据不完全统计，超过半数的央企把金融投资或服务列

入业务板块，有的甚至是主要业务板块。在我国以机构监管

为主的金融监管模式下，央企金融业务受到的监管强度相对

较低，处于监管薄弱地带。一旦央企金融资产规模增长过

快，风控措施跟进不及时不到位，就容易发生金融风险。

今年1月份票据融资激增与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季节性

因素有关，年初的单月信贷投放往往是全年最高的，仅凭票

据融资规模激增难以得出“资产荒”的结论。由于春节的错

位效应，将1月份和2月份的数据加总后再与历年情况作比

较，有助于人们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1月份，由于当时逆

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叠加春节前银行揽

存的因素，结构性存款和票据贴现利率曾有倒挂，确实曾经

出现短暂的套利时间窗口。不过，在市场条件下持续套利是

难以存在的，套利行为本身也会消除套利空间。随着结构性

存款利率向合理水平回归，目前基本没有套利空间。

尽管我国车市今年第一个月产销

量下滑均超两位数，但新能源汽车仍旧

喜迎“开门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

据显示，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9.1万辆和9.6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13%和138%。不过，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质疑新能

源汽车发展的声音仍此起彼伏。

这些质疑声音主要表现为，“电

动汽车续航里程短、充电慢”，进而

认为“很难颠覆传统燃油车”，然后

不忘对我国新能源汽车“换道超车”

的战略目标嘲讽一番。对于这样的错

误观点，必须坚决予以驳斥，谨防陷

入“二元论”。

不可否认，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我

国电动汽车确实还有产品设计不够完

善，续航里程不够长，充电不够方便，

在产品更新较快的情况下保值率低，

部分产品明显为迎合补贴而存在等问

题。但这些问题并未改变当前全球汽

车产业电动化方向，也不阻碍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向好趋势。毕竟，

技术进步，产品提升，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都需要一个过程。得益于国家高

度重视和财政政策大力支持，近年来

在以纯电为主的技术路线驱动下，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绩有目共

睹，不仅产销规模和产业链完整度位

居全球第一，而且在技术上也跃居全

球第一梯队，已被视为全球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风向标”。

在传统燃油车发展上，我们追赶

发达国家50多年，虽然近年来进步也

很大，但由于多种历史原因，短时间

内预计很难实现超越。发展新能源汽

车，起码现在就能“并跑”，如果考

虑到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场景的丰

富性，我们就有了更多获胜筹码。更

何况，电动车又是智能化的最佳载

体。与内燃机需要达到一定转速，才

能释放最大扭矩不同，电动机在启动

时瞬间就可以达到最大扭矩，并且在

运转的平稳性、可维护及未来模块化

方面，与内燃机相比明显占优。国家

之所以选择推进电动车，某种形式上

也是在自动驾驶方面提前卡位。因

此，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

超车”，也并非绝无可能。

当然，“换道超车”并不是发展新

能源汽车的唯一理由。汽车行业对于

石油有着深度依赖，汽油、柴油、机油

和变速箱油全部源于石油。海关总署

最新数据表明，去年我国原油进口同

比增长 10.1%，达 4.62 亿吨；成品油进

口同比增长13%，至3350万吨，我国已

经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

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9%。由于

我国汽车每年耗油量就要占据进口石

油的 80%，随着保有量不断上升，这将

使石油供应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缺口。

与燃油车不同，电动汽车的驱动源于

电力，电力的来源可以是石油、煤炭、

水利，也可以是核能、太阳能、风能，这

就极大降低和分散了我国对于石油的

依赖，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以为

发展新能源汽车“就是完全颠覆燃油

车”“不再需要燃油车了”，这其实也是

一种“二元论”，是一种典型的“非白即

黑”思维。至少从目前的国情和技术

阶段来看，我们不应该把新能源汽车

与燃油车发展简单对立起来。如果我

国将这 2.4 亿辆汽车全部换成电动汽

车，且不问电网是否承受得起，单就生

产动力电池上游的锂、钴资源供应，就

可能又被“卡脖子”。反之，如果全是

燃油车，又存在能源安全和空气污染

问题。因此，当前我国能源汽车与燃

油车各保持一定比例发展，才是最好

的选择。

尽管有个别国家明确提出了全面

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但这不等于所

有国家都会“照葫芦画瓢”。考虑到技

术进步的渐进性和地域的复杂性，我

国新能源汽车和燃油车在很长一段时

间都将并存，国家在制定禁售燃油车

时间表上更不会“一刀切”。应该看

到，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替代会逐

步增加，但这种替代绝不是颠覆性

的。即使在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选择

上，也将是纯电、插混和燃料电池等

“多头并进”。至于谁能胜出，最终还

将由市场决定。况且，作为全球最大

的汽车市场，车用

能源也容得下多元

化发展。

（本栏目话题
由今日头条提供大
数据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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