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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上涨，主

要有四方面的原因：居民投资理

财意识增强；商业银行之间存款

竞争激烈；各类新兴金融业态冲

击；各银行结构性存款数量激

增。对此，应保持客观理性态

度，不能一味地盲目称赞或推

崇，监管部门应对其动态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适时采取必要措施

抑制存款利率上涨的冲动性和

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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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待存款利率持续上涨
莫开伟

据报道，随着中考、高考及公务员考试的体育测试密集展开，少数身体素质不佳

的考生通过吃所谓“神药”提高体测成绩，使得网上不法商家的兴奋剂生意火热。国

家对兴奋剂目录所列禁用物质实行严格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生产、销售、

进出口。但是，有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卖家所持药品是从国外进口的，在国内正常渠

道很难买到。据了解，已有一些考生在考试中服用兴奋剂被查处。专家建议，要加强

对兴奋剂黑市的打击力度，监管部门要切断违禁药物的流通渠道，加强对网络平台的

监管，对于被投诉的平台要追究审核责任。服用兴奋剂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家长和学

生切莫为考试分数而得不偿失。 （时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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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违约成本遏制商家“砍单”
张玉胜

莫让“山寨比赛”混迹于市
李红军

多措并举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李 锦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防范人工智能技术安全风险

孙佑海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

从融资端巩固“房住不炒”
潘 璠

此次银保监会约谈和指导部分信托公司，就是要通过控制房地产信托业务规模，在融资方面对房企及

其项目予以约束，进而从源头上控制房地产规模，达到防止出现商品房积压，防范楼市泡沫和金融风险的

目的。在从融资端严控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同时，还要继续做好销售端、供给端的调控，坚持“房住不炒”

定位不动摇，继续完善各项楼市调控措施。

促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张毓辉
国家卫健委卫生费用核算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近日，银保监会约谈了部分房地产

信托业务近期增速过快、增量过大的信

托公司，要求这些单位增强大局意识，

严格落实“房住不炒”要求，严格执行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现行房地产信托

监管要求。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强调，

对信托公司的警示指导今后将作为一项

常态化工作，根据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

情况，及时开展政策吹风，推动信托公

司沿着正确轨道稳健发展。

有分析认为，银保监会的约谈及指

导释放出了重要信号，房地产信托业务

规模或将收紧，针对房企的楼市调控将

从销售端延伸到融资端。

始自2016年9月30日的本轮房地产

调控，到目前为止已经延续了两年三个

季度。期间，数百座城市先后推出了多

轮调控措施。与2012年及以往的楼市调

控相比，本轮调控的特点是，在坚持

“房住不炒”定位、控制房价快速上涨

的同时，还要兼顾一些三四线城市去库

存的双重目标，由此也增加了调控的难

度和复杂程度。因此，中央多次强调因

城施策、分类指导、落实地方政府主体

责任。

目前，房地产业又到了一个新的重

要调整期，其标志是调控和去库存双重

目标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从调控

角度看，主要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

快速上涨的态势得到遏制甚至逆转。截

至2019年前两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

积同比下降 3.6%，销售额同比仅增长

2.8%，两条曲线均降至调控以来的最低

点。从去库存角度看，截至今年 5 月

末，全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已降至不到

2.4亿平方米，比最高点时减少了2亿多

平方米。

但是，正因为此次调控的复杂程度

不同以往，在调控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反复和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

调控力度有强有弱，一些地区的人才引

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调控效力，

一些地区因经济增速下滑变相放松了调

控。从信托业务的角度看，有一些信托

公司在拓展业务难度较大的情况下，难

以摆脱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其信托业务

总量中与房地产相关的业务比重相对过

大。因此，银保监会约谈部分信托企业

并作业务指导可谓正逢其时。

同时，银保监会这一举动表明，对

房企的调控已由销售端延伸至融资端。

调控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通过控制房

地产信托业务规模，在融资方面对房企

及其项目予以约束，进而从源头上控制

房地产规模，达到防止出现商品房积

压，防范楼市泡沫和金融风险的目的。

不过，如果单从融资端入手抑制楼

市价格快速上涨，但其他领域的调控措

施不到位，或是简单减少供给，还可能

会助推房价上涨，令调控效果打折扣。

所以，在从融资端严控房地产信托业务

的同时，还要继续做好销售端、供给端

的调控，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动

摇，继续完善各项楼市调控措施。只要

调控有的放矢，并主动抓住机遇，积极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彻底摆脱地方对土

地财政的依赖，才有

可能实现楼市与经济

的行稳致远。

（本栏目话题由
今日头条提供大数据
分析支持）

最近，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

据显示，6 月份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均达

到了 2018年以来最高值。其中，3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依旧涨幅最高，环比 4 月

份上涨了 1.7 个基点，较去年同期上涨

了21.3个基点；2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分别同比上涨了13个基点和12.5个

基点。

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上涨，主要有四

个方面原因。

首先，居民投资理财意识增强，不断

将资金投向回报高的金融产品，在一定

程度上推高了银行存款利率。各银行为

留住存款，争相发行不同的理财产品，且

收益率承诺相对较高，加之居民追求高

收益理财产品，出现了存款理财产品化

倾向。尤其是目前投资某些固定资产或

其他金融产品都比银行存款收益率要

高，如果银行仍以较低利率来吸收存款，

可能民众不太会买银行的账，其结局只

会让银行存款持续下滑，2018 年银行存

款增速放缓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其次，商业银行之间存款竞争激

烈，使得存款利率整体上升。目前，银

行间在存款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大型

银行之间、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的

存款争夺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在存款

利率上浮方面，大型银行一般只在央行

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5%至 10%，最多

20%；中小银行为改变存款竞争弱势地

位，通过上浮存款利率达到竞争取胜目

的，存款利率普遍上浮20%至50%。

再次，各类新兴金融业态冲击，银

行为稳定存款市场，不得已将利润让度

一部分给存款人。目前，互联网 P2P平

台虽经过整治数量有所减少，但对银行

存款分流能力依然不可小觑。据第一网

贷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 P2P网贷成交

额 19366.33 亿元，同比减少 19586.01 亿

元，下降50.28%，但仍有较大分流银行

存款的能力。加上典当行、小额贷款公

司、各类融资担保公司、民间各类融资

组织等，分流了大量银行存款资金。

最后，各银行结构性存款数量激

增，提高了银行存款利率。目前，全国

银行机构结构性存款规模高达11.1万亿

元，由于一些“假结构”性存款在一些

地方仍或多或少地存在，推高了存款利

率，加大了银行运营成本。

客观地说，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上涨，

对广大存款人来说，可以增加利息收入，

增强民众存款热情和劲头，也给稳定银

行存款规模及存款秩序带来了一定好

处，可以使银行保持稳定的负债规模，提

高信贷资金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为

破解实体企业融资难创造条件。然而，

这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银行会千方百

计转嫁存款成本，通过抬高贷款利率、中

间业务收费等手法，消化掉存款利率上

升所增加的成本，这样势必会加大实体

企业的融资成本，使破解实体企业融资

贵陷入难解的怪圈。而且，利率上升是

不可持续的，银行靠高成本负债，最终会

影响可持续发展，加大银行经营风险，让

银行业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

由此，对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上涨现

象，应保持客观理性态度，不能一味地

盲目称赞或推崇，监管部门应对其动态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适时采取必要措施

抑制存款利率上涨的冲动性和盲目性，

使银行存款利率始终运行在健康、可持

续轨道上。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民

众对旅游的需求呈井喷式增长。其

中，历史文化游成为游客的主要选

择。尽管如此，一些地方在实施古街

改造时千篇一律，古风与现代化混杂

不伦不类，与人们对于高品质古街旅

游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要完整地保留古镇古街古村本

色。让游客能感受、体验到历史的氛

围，遥想曾经的场景、人物和故事是

古镇古街古村旅游的基本特征。能否

给予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进入

历史，“入戏”而不“跳戏”，需要很

好地保留古镇古街古村的一花一木，

一角一落。历史整体气氛是由一个个

细节组成的，这些细节是影响游客体

验的主要因素，所以对这些细节要尽

可能完整保留。比如，在完整保留下

来的绍兴古街，游客行走在古石桥

上，逛着各种古店铺，吃着“孔乙

己”的茴香豆、坐着古乌篷船，这种

氛围就能让游客沉浸其中，增强古街

游的深度体验感。

要保留古镇古街古村的活力生

机。如果只是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或

村落，没有生活气息和互动式的体

验，对游客的吸引力也不会很强。古

镇古街古村是前人生活的地方，不仅

要保留相关建筑，更要保留古街活力。比如，北京的南锣

鼓巷有着很多特色店铺，商业街人流不断，熙熙攘攘，聚

集大量人气；北京东棉花胡同和炒豆胡同在改造过程中则

保留了原住民，带着原原本本的生活气息与居民在这里留

下的生活印迹和故事，朴素而鲜活。这些“活”起来的胡

同，会更加吸引人前往。

要拒绝与古镇古街古村特色不相符的项目和活动。每

一个古镇、每一条古街、每一个古村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历

史内涵。在古镇古街古村开发过程中，要秉承一个原则，历

史本色是根本，不能违背。任何与古镇古街古村特色相违

背的因素，即使有着再高的商业价值，也应该拒绝。

在旅游需求日益高涨和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古

镇古街古村发展迎来了新机遇、新动力。每个古镇古街古

村都是一本厚重的书，要怀着敬畏之心做好古镇古街古村

的保留和适当改造，悉心保护，细心阅读，品味文化。

“大半夜花了很长时间下了单，以为

捡到了便宜，没想到第二天商家发公告

说价格异常不发货，过了一周多之后又

给我‘砍单’了。”日前，湖南永州一位消

费者向媒体投诉。

当下，由于网络销售折扣大、优惠

多，选择网上购物的人很多。但“秒杀”

或“抢”到的便宜东西未必能真的如期到

货。明明已成功下单的买卖，往往仅凭

商家一句说辞就轻易不算数。据悉，商

家为自己随意“砍单”祭出的理由包括

“商品缺货、系统出错、操作失误、订单异

常及产品质量”等，丝毫没有买家的发声

空间。“砍单”没商量的背后凸显商家作

为强势一方的霸道与任性。事实上，商

家以“砍单”方式纠正错误，看似规避了

经济损失，实则是丢失了商家信誉。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电

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符合要约条件的，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

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合同成立”。“电子

商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

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格式条

款等含有该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有关

专家也表示，商家单方面取消已经支付

货款的消费者订单，是《电子商务法》明

确规制的“砍单”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商家随意“砍单”频发，既有监管缺失

的市场之弊，也有失信成本过低的惩戒不

力。遏制此类现象的有效手段，莫过于提

高其失信爽约的违法成本。为此，职能部

门要畅通维权路径，简化诉讼程序，鼓励

和引导消费者不怕麻烦、举报维权；将恶

意“砍单”的商家纳入失信黑名单，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惩戒。

据报道，随着暑假来临，各种名目的

“山寨比赛”开始粉墨登场，书法大赛、音

乐大赛、钢琴大赛、诗歌大赛等不一而

足，而且收费不菲，少则几千元，多则数

万元，令人大跌眼镜。

所谓“山寨比赛”，是指那些未经正

规渠道备案，没有合法手续的比赛。组

织者通过媒体大造声势，舆论先行，名曰

某某名人担任评委或者顾问，或者某某

名校参与其中，实则是拉大旗作虎皮，名

人和高校根本不知此事，完全是举办方

一厢情愿，对这种以大赛之名，行敛财之

实的行为必须露头就打，加强整治。

“山寨比赛”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容

小觑。首先，严重伤害了社会诚信，对名

人名校构成了名誉侵权。有些社会名人

“被评委”“被顾问”，组织者却赚得盆满

钵满。其次，严重侵害了学生家长的合

法权益。一些所谓大赛组织者看重的根

本不是学生的才艺，而是学生家长腰包

里的钱，学生才艺水准高低无关紧要，盘

算的是如何能赚到黑心钱。

一方面，各种“受邀名人”和“名

校”要对组织者的名誉侵害追究法律责

任，必要时可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必须守

土有责，加强监管，对各种名目的“山

寨比赛”加大打击力度，不能让这种行

为混迹于市，继续侵害学生家长的合法

权益。同时，家长们要详细考察组织者

的举办资质并及时甄别真伪，不能只听

举办方的一面之词。

世界一流企业应该拥有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行

业领先的盈利能力和经济规模，具有很强的全球配置

资源能力。我国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在产品和技术方面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在人才、品牌、文化、商业模

式特别是创新能力、标准话语权、国际公认度等方面

仍然有些缺憾。争创世界一流企业任重道远，需要我

们敢做善为、奋起直追。应加大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放

权授权力度，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强化

国有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改革，特别是加快职业经理人

试点等。

网络攻击者可通过漏洞控制人工智能算法，实现

物理硬件操纵、实施舆论引导、制造虚假图像或影响、

制造信息噪音等，造成安全隐患。建议有关部门优先

对无人机、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等相对成熟的技术应用

制定法律规章，以刚性的法规条款引领秩序。同时，要

进一步健全精准务实的政策支撑体系，构建政策集

群。要进一步升级全流程安全防控体系，并制定行业

安全标准，做好应急防范预案，加大重点领域的防控，

加大对代码数据、算法等重点领域的综合管控力度，保

障技术安全、产品安全、数据安全和应用安全。

我国健康产业发展总体趋势良好，多样化健康产

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据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初步核

算，2018 年全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 （健康产业增加

值） 预计为 6.4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12.4%，占 GDP

比重为7.08%。应加快建立我国健康产业核心政策体

系以激发社会力量活力，扎实有效放宽行业准入，完

善社会力量要素保障并支持多元主体做大做强。同

时，在健康旅游、健康养老和互联网智慧健康等方面

发力，促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