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评9 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欢 迎 读 者 就 热 点 经 济 话 题 发 表 评 论 、

漫 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徐 达

目前来看，夜间经济还处于

蓝海拓展阶段。夜间经济的发

展切忌低水平粗放发展，必须瞄

准打造高质量的夜间经济集聚

区与人流商圈这两大物理载

体。夜间经济还须防止同质化，

需要以文化元素为导向，赋予城

市夜间经济以灵魂。此外，夜间

经济还要提防外部“不经济”，注

重遵循与推行活跃但有序、愉悦

又健康的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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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夜间经济”需创新与规范并举
张 锐

“辛辛苦苦奔小康，得了大病全泡汤”曾经是贫困群众的担忧。如何不让“病

根”变“穷根”？据悉，目前我国已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政府兜

底的保障机制，实行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截至

目前，我国已有670万户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今明两年健康扶贫工作将全面

推进，主要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的突出问题，确保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

生、“保到位”；将精准补齐医疗保障政策短板，完善门诊保障机制，资金和政策重

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进一步推进健康脱贫攻坚，增强贫困大病患者保障能力，

持续优化医疗服务管理，让改革红利更好惠及贫困患者。 （时 锋）

健康脱贫攻坚健康脱贫攻坚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破除形式主义切莫“掩耳盗铃”
王度阡

治理弹窗广告须精准发力
张贵峰

破解城市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

何黎明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中国物流学会会长

实现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

鲁 琦
华为企业BG副总裁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仍有空间
陈果静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仍有空间，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部分内外部因素有所缓和。不过，有

空间并不意味着就要大幅降准或是降息。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虽仍处于高位，但

下调空间已经不大。下半年我国利率水平确实有下降空间，但这并不等同于降息。

A股上市给期货公司带来四大变化

周剑秋
弘业期货总经理

7 月 15 日，我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

出炉，6.3%的 GDP 增速显示我国经济上

半年总体运行平稳，也为实现全年经济

增长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国内外

复杂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广受关注。

有观点认为，虽然6月份我国投资、消费、

工业增加值等关键指标均有所反弹，但

幅度仍有限，再加上5月份受到个别银行

风险事件影响，市场流动性受到较大冲

击，此时应考虑降准降息，货币政策要再

度发力。笔者认为，综合各方面因素来

看，当前货币政策不宜大幅宽松，需要更

多地注重调控的精准性。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仍

有空间，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部分内外

部因素有所缓和。从外部看，美联储加

息按下“暂停键”，且降息预期不断攀

升，这为我国货币政策预调微调创造了

更大空间。从内部看，此前市场普遍担

忧 CPI 上行会掣肘货币政策。尽管 CPI

同比涨幅在二季度明显抬升，但上半年

物价涨幅仍低于全年物价调控目标。现

在市场普遍预计，下半年翘尾因素减弱

将减缓CPI上行幅度。此外，减税降费

在下半年进入红利释放期，其对消费的

“降价效应”也有望显现。

不过，有空间并不意味着就要大幅

降准或是降息。在多次降准后，我国货

币乘数已达到6.14的历史高位，在结构

性去杠杆、防风险的形势下，货币政策

此时不宜大幅宽松。央行调查统计司司

长阮健弘近日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时表示，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6 月末 M2 同比增长 8.5%，这个水

平已连续保持了 3个月，也是去年二季

度以来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

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与国际平

均水平相比虽仍处于高位，但下调空间

已经不大。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所说，在目前情况下，准备金率下调应

该说还有一定空间，但这个空间比起前

几年已经小多了。因此，在下调空间有

限的前提下，当前需要更多地注重调控

的精准性。相比之下，定向措施比普降

更佳。

在全球央行掀起降息潮之时，下半

年我国利率水平确实有下降空间，但这

并不等同于降息。在我国，降息一般指

的是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但是，观察

我国利率水平更应关注整体市场利率水

平和贷款实际利率这两个关键指标。从

去年开始，这两个利率水平均持续下

降。接下来，我国会更多地通过改革促

进市场利率水平下降，其关键就是推进

利率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贷款利率并

轨。当前，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

存，对市场化的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形

成了一定阻碍，不利于市场利率向信贷

利率传导。下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的关键，就在于推进贷款利率进一步市

场化。

下半年，货币政策仍有必要适时

适度逆周期调节，并通过丰富的货币

政策工具来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

时，还应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

制，加大对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更好地发挥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

功能。

（本栏目话题由
今日头条提供大数据
分析支持）

北京市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夜

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展示了布

局“夜京城”、发力“夜经济”的基本思路。

“夜间经济”一词是 20 世纪 70 年代

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巢现象提

出的经济学名词，一般是指从当日18∶00

到次日6∶00，城市以餐饮、购物、休闲、旅

游、文化、健身等为主的各种消费活动。

数据显示，夜间经济为伦敦创造了130万

个工作岗位，可贡献 660 亿英镑的年度

收入。商务部的一份城市居民消费习

惯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有 60%的消费发

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销

售额占比超过全天的一半。夜间经济

已成为不少城市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

重要引擎。

目前来看，夜间经济还处于蓝海拓

展阶段。深圳在去年国庆节推出的“辉

煌新时代”灯光秀吸引游客21.8万人次，

且观赏区人流量突破百万人次。西安市

去年春节打造的“大唐不夜城”仅除夕夜

就招徕了 35 万游客观赏，同时成都推出

的“夜游锦江”项目仅一期开放就引来了

16.6 万人次观游。至于北京“故宫灯光

秀”、上海的“地标夜市”以及西双版纳的

“澜沧江湄公河之夜”等更是创造出了人

山人海与灯火似昼的壮美景观。尽管如

此，在中西部地区，除了成都、重庆等少

数城市外，其他城市夜间经济还不活

跃。另外，不少城市虽出现了夜间经济

业态，但未形成自身特色，地区之间低端

重复与业态趋同现象非常明显，部分城

市的夜间经济载体仍不丰富。

发展夜间经济切忌低水平粗放式，

必须瞄准打造高质量的夜间经济集聚区

与人流商圈这两大物理载体。一方面，

可围绕重点街区与商贸聚集区延长晚间

营业时间，拓展夜间消费新空间，开发夜

晚消费新品种，在此基础上形成“夜间经

济区”；另一方面，可在城市老城区、历史

街区或居民较少的独立区域，配置完备

的夜间设施，并引入歌剧院、剧院、博物

馆、美术馆、商业画廊、电影院、酒吧、餐

馆等业态，形成较为独立的商业生态；还

可在大学城周边、城郊农家风情地开发

餐饮娱乐、体育电竞、运动康养等项目，

在河流、湖滨、海滨、运河等旅游地带引

入水秀、主题光影秀、声光电大型演出等

娱乐项目。通过打造示范街区与试验商

区，最终构建出夜间经济集群。

夜间经济还须防止同质化，需要以

文化元素为导向，赋予城市夜间经济以

灵魂。从伦敦酒吧文化到里昂宗教文

化，再到北京皇城文化、广州茶文化、杭

州评弹文化以及成都草堂文化，国内外

夜间经济繁荣的城市无不拥有特色文化

的有力支撑。因此，夜间经济并不等于

兜售小吃和纪念品，也不应停留在城市

夜景灯光的亮度与彩度上，更不是将白

天街头游商小贩位移到夜晚，而是要与

城市历史文化深度融合。为此，各城市

要深度挖掘与凝聚自身的历史文化基

因，通过有针对性地导入国际化元素，并

植入科技创新手段，增强本土文化的渲

染与表达，创建出极具城市个性的商业

品牌与夜间经济标签。

需要指出的是，夜间经济还要提防

外部“不经济”，注重遵循与推行活跃但

有序、愉悦且健康的打开方式。噪声扰

民、灯光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垃圾处理、

色情斗殴等问题，很可能伴随夜间经济

而出现。对此，不能简单地实施全面宵

禁、关闭场所或严格限制，应采取疏堵结

合，以疏为主的方式。在发动交通、消

防、公安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治理

的同时，有必要参考国外经验，探索设立

夜间工作委员会、夜间市长、夜间区长以

及夜间 CEO 等，多发挥行业自律以及民

间自治方面的作用，平衡好夜间经济相

关群体各自诉求，谋求所有参与主体利

益的最大公约数。

教育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

见》，要求校外线上培训内容不得包含

淫秽、暴力、恐怖、赌博以及与学习无

关的网络游戏等，校外线上培训不得

聘任中小学在职教师。

今年3月份，教育部负责人表示，

对于校外培训“线下减负，线上增负”

现象，将比照线下治理政策措施对线

上的校外培训予以规范，开展线上线

下综合治理，努力把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过重的问题治理好。六部门发布

《实施意见》，意味着校外线上培训不

能成为“法外之地”，对于校外在线培

训的治理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份，我国在

线教育用户规模达2.01亿，较2017年

底增加4605万，年增长率为29.7%；手

机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1.94 亿，较

2017 年 底 增 长 7526 万 ，增 长 率 为

63.3%。不可否认，校外线上培训为中

小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多样化、个性化

教育服务，但也对当前的教育生态造

成了很大影响。

有数据显示，当下相当比例的线

上培训机构没有办学资质；不少线上

培训机构存在超纲教学现象；培训平台存在低俗有害信息

及与学习无关的网络游戏等内容；有的培训预付费过高、合

理退费难；培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还有在职教师兼职在线

培训。这些问题影响了线上培训质量、增加了中小学生课

外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规范。为

促进线上培训规范化发展，《实施意见》从培训内容到培训

时长，从师资合格到信息安全，再到经营管理，都做了系统

全面的规范。在落实层面，最大的亮点是，建立 APP 黑白

名单、健全全国监管机制。黑白名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利用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对外公布，及时更新；

教育督导部门加强对地方政府规范校外线上培训发展工作

的督导评估，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

将受到严肃问责。

近年来，教育部门针对有偿家教禁令不断，从效果看，

目前仍未完全挡住一些在职教师到培训机构赚“外快”。如

今，在线教育利益诱惑更大，教师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利益诱

惑。因此，对于在线培训机构“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包括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明晰在职教师

的权利、待遇和责任，更好地解决在职教师兼职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深入反

对“四风”，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然

而，有的单位明知“文山会海”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却对开会、发文的

管控力度不够大，因为单位会议有计划

安排、有数量限制，就在计划外以其他名

义召开会议；担心文号编多了不好，就发

没有文号的“白头文件”。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表面上看似减少了，但实际

上只是“藏了起来”，问题仍未解决，给基

层干部增加了不少负担。

形式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敌人，

因为它不仅对党和人民事业毫无益处，

反而会徒增干部的负担，空耗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时间精力。面对形式主义问

题，广大党员干部在态度上必须坚决反

对，不能犹豫不决，更不能为形式主义

“寻借口”“找托词”。那些以形式主义反

对形式主义、总想着把形式主义问题“藏

起”“遮住”的干部，实质上是在助长形式

主义的歪风。

个别单位对形式主义问题“躲躲闪

闪”“遮遮掩掩”的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工作上缺乏手段和方法，不知道工

作该怎么干。于是，就以形式主义反对

形式主义。俗话说，纸包不住火。把形

式主义“藏起来”既不符合历史潮流，也

不利于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坚决反

对“四风”、倡导优良作风建设的形势下，

任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既“藏不

住”也“躲不掉”，最终还是要在实践中必

须解决掉。因此，在反对形式主义问题

上，广大党员干部既要态度一贯而坚决，

更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降价促销”“今日特价”“紧急通

知”……一些网络弹窗广告十分“任性”：

要么关闭标识近乎“隐身”，要么难以关

闭强制用户浏览，还有某些弹窗广告，游

走在“精准营销”和“精准骚扰”的边缘，

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

我国广告法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

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

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识，确保一键

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进一

步要求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

告内容。这意味着，某些难以一键关闭

的网络弹窗广告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囿

于取证难等原因，现实中配套执法并不

相称，即便对违法弹窗广告依法作出处

罚，现行处罚标准也往往太低，难以产生

“以儆效尤”的惩戒效果。

要想有效治理“精准骚扰”式违法网

络弹窗广告猖獗泛滥，须从多方面全面

精准发力。在执法层面，市场监管执法

部门须不断加强相应执法力度、强化精

准执法；在立法层面，要进一步考虑提高

对这类违法弹窗广告的处罚力度，不仅

要大幅提高罚款标准，还应适当增加处

罚种类；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网络经营

者，给予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广告发布登

记证件等更严厉的处罚。同时，用户也

要敢于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

益，积极投诉检举这些违法广告。

快递业虽然仍保持较高增速，但增速已连续几年

呈放缓态势。物流成本高、效率低问题依然严峻。物

流用地难、用地贵问题突出，特大型、大中型城市服务

国内市场的物流配套设施紧缺，由此拉高了社会仓储

成本。由于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中间环节多、损耗

大，加大了降低运输成本的难度。应科学规划和实施

国家物流枢纽布局，明确物流基础设施用地属性，加大

中西部内陆地区、大中型消费城市、重点制造产业集群

枢纽设施配套。同时，持续推进物流园区、配送中心、

末端网点等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建设。规划完善城市物

流网点布局，科学制定配送车辆通行规则，破解城市物

流“最后一公里”难题。

构建新型智慧城市的可运营能力，应通过运用社

会资源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从而实现智慧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从城市管理者角度看，新型智慧城市需

要以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为导向，比如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从发展路径和节奏看，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应该有长期规划，又要秉承先易后难、急用

先行的思想，切实解决老百姓急需急盼的问题，分阶

段、分步骤实施，这样的发展目标对技术网络提出了更

大的要求，需要智能迭代、智能延展的能力。

期货公司A股IPO已然开启。A股上市，将给期

货公司带来四方面变化。一是提升企业知名度，扩大

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二

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媒体公

众的共同监督下，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均

会提升，防控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扩大规模应

对竞争，融资以后期货公司可开展资本市场运作，进

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份额，促进公司稳健发

展；四是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