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珠三角、

长三角很多城市无疑是发达民营经济

的受益者。尝到了甜头之后，地方政府

对发展民营经济既有更多的认识和体

会，也有更多的依赖和期盼。当民企“进

入新老交替关键时期”， 地方政府于是

很忧心“富二代”们能不能接好班，能不

能延续本地民营经济过去的辉煌。

地方重视民营经济，本身是一件好

事。关注民企接班，也是着眼地方经济

的长远活力。问题是，关注的方式和介

入的途径是否恰当。在此之前，个别地

方政府专为“富二代”举办的各种培训

班已有先例，其最大特点是由政府公款

埋单，给民企“富二代”提供学习提高的

机会。相比之下，佛山组织民企“富二

代”到国企挂职，应该算是一种“创新”。

对此，舆论质疑的焦点仍然集中在

公平问题上。比如，组织“富二代”去国

企挂职，为什么不能组织“穷二代”呢？

相比不想接班的“富二代”，那些翘首以

待的大学生，是不是更会珍惜这样的机

会？显然，组织“富二代”到国企挂职，带

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说白了，就是

在为民企接班服务，为此在促进就业公

平等层面可能并未考虑太多。

地方政府组织“富二代”到国企挂

职， 算不算对国企正常经营的滥权干

预？要知道，国企拥有用人自主权，国

企岗位也不是为培训民企接班人而设

立，让“富二代”分食国企岗位（虽然是

短时挂职），会否对国企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上述问题都值得考虑。而在某种

意义上，民企“富二代”去国企究竟能

学到什么也是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与

其让他们到国企挂职， 还不如直接在

自家企业里锻炼更合适。

这也不由得不让人产生怀疑：民

企老板之所以愿意将子女送到国企挂

职，也许存在接班之外的其他想法。比

如利用国企资源，更好赚取利润。而对

于没人在国企挂职的中小企业而言，

这或许已经涉嫌不公平竞争。 与此同

时， 还需要特别防范相关国企高管与

民企老板之间， 是否存在利益交换的

可能，以及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流失。

事实上，要进入接班程序的民企，

无不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 政府

要做的，是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

和适合民企发展的良好环境， 而不是

深入企业内部， 试图为老板们解接班

人之忧。“富二代” 问题应该由其父母

来操心，而不是由错位的“父母官”来

包办。地方政府眼中的民营经济，不应

该只有现存的这些企业，更要看到那些

尚未诞生的伟大企业，它们就酝酿在一

个又一个的创业计划里———这才是有

远见的地方政府最应该去关注的。

近年来，培养民营企业“富二代”接班

人，已经成为多个地区组织部门的一项重

要工作， 不过由此也产生了很多争议。质

疑的理由大多基于合理性与正当性：一方

面， 以公共财政去培养特殊人群而非普

惠，有损社会公平；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谁

接班，怎么接班，有没有人接班都应当按

照市场规则来办， 政府的手不能乱摸，否

则与“市场决定论”相背离。

如果借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说，政府忧

心“富二代”接班确实有些“管得过宽”。不

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辩证法，单从传统习

惯和现实需要来看，地方政府“扶上马再

送一程” 的做法恰好符合时下的市场需

要，并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首先，民营企业有着特殊的身份和重

要的地位。一个民营企业的兴衰，不仅关

系到企业家本人的利益，也关乎地方财政

收入、社会公众就业、地方经济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等。 眼下虚拟经济泡沫较重，

发展实体经济已成当务之急，帮助民营企

业家解决接班人问题，其实就是为可持续

发展着想。

其次，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子承父业传

统，但近年来，由于“富二代”成长的环境

和接受的理念不同，与父辈形成了较大的

差异。据调查显示，全国“富二代”有接班

意愿的在

40%

左右，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

势。而另一面职业经理人严重缺乏，远远

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在市场本身无力解决

的语境下，如何帮助民营企业做好代际传

承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抛开身份属性不讲，“富二代”

其实也是新的 “创一代 ”，其间的优秀者

本身也属于难得的人才， 通过培训让这

些优质势资源有效发挥作用， 更好地服

务社会和造福大众， 也不失为一项民生

工程。如果说培训农民工、

4050

失业人员

等弱势群体具有正当性， 那么对富二代

接班 “扶上马送一程 ”也具有合理性 。即

使在国外， 当市场化初期和家族式企业

还没有步入现代企业之路的情况下 ，协

助企业解决接班人问题也是政府提供服

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最后，从公平性来说，“富二代”也有

获得培训的权利。有困难找政府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之一，由此“富二代”也有被帮助

的资格。成熟而理性的社会，不应有身份

标签下的歧视，也不应有先入为主的权利

限制， 只有更多地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才能最终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市场有成熟与青涩之异，即便是要撒

手不管也要一步步来，以达到用时间换空

间的目的。 政府的有形之手如何发挥作

用，本身也属于一个市场命题。富二代接

班“扶上马送一程”，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

放手。做人如此，做企业如此，市场治理同

样如此。

每日微评

富二代挂职国企“父爱”泛滥还是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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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江德斌

在《成都市现代农业物流业发展规

划（2010~2020）》中，成都地区唯一辐

射西部的农产品一级市场选址彭州濛

阳；随后的成都“北改”《发展规划》，将

唯一专业承接“北改”农副产品及食品

市场的区域也圈定在濛阳，这不是巧合，

而是濛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然。

“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需要几个要

素，首先是交通，公路、铁路又是农产品

物流的重要因素。” 成都市农委一位曾

参与过市场规划的负责人对濛阳的区位

作过这样简单的描述： 濛阳地处成都北

大门，扼成德绵经济区咽喉，紧邻北星大

道（成德快速通道）、108国道、 彭濛大

道、成绵高速、成绵高速复线彭州出口、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出口、 宝成铁路青灌

支线濛阳站，15分钟到第一绕城高速，30

分钟进成都一环。此外，位于青白江的目

前亚洲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与之相

距仅半小时车程。

后备区主体项目———四川国际农产

品交易中心， 由江苏雨润集团与成都国

资委共同投资建设，是农业部定点市场、

商务部流通试点项目、四川省重点项目。

该负责人认为，交易中心扼战略要地，对

内交通四通八达， 商家可发展现代服务

业中的现代配送业， 改原来 “坐商”为

“行商”，主动对接市场。而对外，交易中

心可立足大成都地区， 辐射全省二级城

市广大区域甚至对接全国市场， 在濛阳

做全国的生意。此外，由于交易中心巨大

的集聚效应，对商家而言，在这里就可以

敏锐地捕捉全国农产品市场信息， 降低

市场风险。

几年发展奠定了四川国际农产品交

易中心在中国西部农副产品流通体系中

的地位。项目总占地近3000亩，一期占地

1000亩， 已全面建成投入运营， 包括蔬

菜、果品大宗交易、加工配送、冷藏储运

以及信息网络、电子结算、检验检测、电

子商务等功能设施，“六大中心”已经初

步形成，即“集散物流中心”、“价格形

成中心”、“追溯管理中心”、“会展贸易

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科技交流

中心”。 其中蔬菜市场供应着1.8亿人的

蔬菜消费量， 水果市场水果来自世界各

地， 销售辐射整个西部地区， 日交易量

3000余吨。2013年，果蔬交易额105亿元，

预计2014年交易量将突破330万吨，交易

额突破200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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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北改”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有了明确的路线图

“北改”农副产品及食品产业承接区圈定彭州濛阳

核心

提示

更加完善的农副产品流通全产业链

正在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形成。记

者昨日了解到， 交易中心二期———雨润

现代食品城一期自 2012年 10月动工修

建，截至本月已部分完成建筑封顶。食品

城项目一期总占地面积852亩，建筑面积

超过80万平方米， 拥有约4000间交易商

铺的容纳规模。项目一期以干杂、粮油、

辣椒、精加工调味品、泡腌制品、休闲食

品等为主要经营业态；项目二期规划800

亩， 其中500亩主要用于建设酒水饮品、

休闲食品、 进口食品及农副土特产等业

态；其余300亩用于修建现代仓储，专属

物流配套用地。

食品城预计2015年底全面建成开业，

将整体承接成都城北地区待调迁的众多

农副产品、食品传统批发物流老市场的经

营客户，同时面向成都全域的农副产品食

品行业批发商和国内外的食品生产厂商

开放，这有助于将雨润四川国际农产品交

易中心现代食品城，快速打造成为中国西

南地区乃至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农副产

品食品物流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

发布中心。

成都“北改”区域产业布局和发展有了

明确的路线图。记者获悉，《成都市“北改”区

域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

和《成都市“北改”片区产业布局规划》（以

下简称《布局规划》）已经正式对外发布，对

城北产业定位、产业布局、经济规模、发展原

则、发展目标、功能重点等作了进一步明确。

作为规划的产业承接区之一， 位于彭州

的濛阳商品市场后备区占总规划面积一半

多，达12平方公里。在区域内，四川国际农产

品交易中心蔬菜区、水果区已分别于2012年7

月、2013年11月开始运营。目前，交易中心二

期雨润现代食品城主体已经完工， 全面建成

开业后将全面涵盖副食品、干湿调料、糖酒茶

饮、土特产及国内外名优农副产品，一个大规

模、综合性、现代化农副产品流通产业聚集区

正在形成。

《发展规划》范围涵盖了产业提升区和产

业承接区两个概念。产业提升区即“北改”片

区范围： 西至成灌路及北部商贸城西侧边界，

东至成华大道，南至府河，北至香城大道及新

都三河场镇用地范围。 包括金牛区84平方公

里， 成华区55平方公里和新都区73平方公里，

总计212平方公里。 产业承接区即北部新城现

代商贸综合功能区、青白江商品市场集中发展

区、双流商品市场集中发展区、龙泉商品市场

发展区、彭州濛阳商品市场后备发展区。以上

区域用于承接 “北改” 片区原有传统产业转

移，实现腾笼换鸟，为优化提升“北改”片区产

业结构创造条件。

成都市北改办有关负责人在解读“北改”

产业两个规划时说，在绕城高速外，已形成5个

主要的市场调迁承接区。北部新城现代商贸综

合功能区主要承接日用品、医药、小五金等生

活资料市场；青白江商品市场集中发展区主要

承接金属材料、建筑装潢、五金机电、重型机

械、商用车及零部件等生产资料市场及粮油市

场； 双流商品市场集中发展区主要承接食品、

电子电器、服装、家具等市场；龙泉商品市场发

展区主要承接化工塑料、 汽车及配件等市场；

彭州濛阳商品市场后备发展区主要承接农副

产品及食品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彭州濛阳商

品市场后备发展区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占市

场调迁承接区一半多。

“这两大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未来‘北改’

区域内产业蓝图轮廓初现， 发展脉络更加清

晰。” 市北改办相关负责人说。《发展规划》首

次提出“北改”产业空间布局的三个原则为：

绕城高速以内不再新建批发市场；绕城高速以

内不再保留现货批发市场、物流作业区及制造

业，逐步实施外迁；在总体规划明确的产业功

能区内优先发展主导产业，重点建设服务业集

聚区，打造产业城北。

在此基础上，《布局规划》 进一步明确：

规划范围内产业调整升级主要采用关闭转

移、改造提升和转型发展三种方式。其中在关

闭转移方面， 对规划范围内的工业制造业企

业、货运场站、仓储物流企业以及不符合城市

建设规划和违法用地的市场；占地面积大、经

营设施差、环境秩序乱、经营效益低的市场；

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城市交通和生活环境的

市场；空壳市场和爆市市场（经营户数量大大

超过市场容量的市场） 及因城市建设需要拆

迁关闭的市场， 将进行整体关闭外移。 据统

计，“北改”涉及九大调迁市场片区，调迁市

场118个。

作为规划的唯一农副产品和食品市场的

专业承接地， 彭州濛阳商品市场后备发展区

一直拥有无可撼动的地位。在此前的《成都

市现代农业物流业发展规划（2010~2020）》

中， 成都地区唯一辐射西部的农产品一级市

场———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也选址彭州

濛阳。成都对市场的规划从来都是一脉相承，

而这正体现了规划的严谨和统一。按照《布

局规划》对成都商品市场集中发展区承接能

力的分析， 规划范围内需调迁外移的现存市

场规模共约3.87平方公里， 而承接区面积达

到22.7平方公里， 用地规模足以满足未来发

展需求。

据媒体报道，日前，广东

佛山市首批48名青年民营

企业家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国

企挂职生涯，恢复了“自由

生活”。自去年11月底，佛山

市委组织部从100名报名者

中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

家， 分派到36家国企挂职。

48人中超过一半是70后至

90后的“富二代”。

消息一出，引发截然相

反的两派意见之争：有人质

疑，地方政府操心干预民企

接班人是否有此必要、挂职

模式成效几何；但也有人认

为，由于民营企业关乎地方

经济发展和社会公众就业，

地方政府的作为并非咸吃

萝卜淡操心。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

有理， 到底谁是谁非显然

难有定论。不过在“摸着

石头过河” 的思路之下，

既然做了试验， 佛山的组

织部门不妨对这一挂职锻

炼进行一个总结， 分析一

下利弊得失：如果有经验，

那么不妨向其他地区推

广；如果有教训，也免得其

他城市再走弯路， 这样岂

不甚好。

编者按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近日发布 《关于

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

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指

出，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当加强出租

汽车电召服务的统一接入和管理， 逐步

实现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

约车等召车需求信息， 通过统一的城市

出租汽车电召服务平台运转， 并推送至

统一车载终端播报。

此前已有部分城市出台了类似文

件 ，收编各种打车软件统一管理 ，限制

打车软件使用范围，或者发布官方打车

软件，强制出租车司机安装使用。可是，

这些措施并未获得民众认可，甚至遭到

集体抵制， 皆因其官方思维太过僵化，

仍然停留在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中，缺乏

市场化竞争意识，与当下流行的互联网

思维格格不入 ，不接地气 ，自然难以受

到市场认同。

而此次交通部发布的意见稿， 也未

脱离行政管理的旧桎梏， 仍然是想将打

车软件统一并入官方的电召平台， 实现

结束打车软件大战、一统江湖的目的。此

种做法虽然可以肃清打车软件混战格

局，却违反了市场竞争规则，干预并破坏

市场自由竞争， 实则是弊大于利。 更何

况，该意见稿一旦通过正式实施之后，就

会给地方政府统一管理打车软件的行为

背书， 提前结束打车软件开拓市场的战

略布局，失去行业颠覆性革命的机会，维

护了旧有的垄断利益。

据悉， 南京市本月底将正式上线统

一出租车电召平台， 推广官方发布的打

车软件，而统一电召将收取

5~8

元的电召

费。而上海在对打车软件统一管理后，本

地大众、强生、锦江、海博等出租车公司

也已陆续接入 “上海出租” 微信叫车平

台，该软件叫车时不需要输入目的地，但

因与电调合作，需支付

4

元电调费。可见，

各地官办的统一出租车电召平台， 仍然

延续服务收费的思路， 增加乘客的打车

成本， 与目前打车软件实施的免费叫车

和补贴模式相比，孰优孰劣？哪个对乘客

更有吸引力？毋庸费言，相信乘客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

打车软件赋予了司机更为灵活的自

主权，出租车在向个体化经营方向回归，

行业面临去管理化的趋势， 弱化企业和

监管部门对司机的控制力。 而官方想加

强管理打车软件的思维， 急于将打车软

件和司机拉回旧轨道， 这与打车软件颠

覆传统经营模式的创新、 与行业发展的

大势是相违背的。

打车软件为了拼抢市场份额、 培育

乘客软件打车习惯， 不惜投入巨资给司

机和乘客发放补贴， 看上去似乎有些不

惜血本，给市场造成一些“混乱”，从而引

起了各方争议， 并给监管者统一接入管

理留下口实，但这种“混乱”其实是市场

竞争的正常现象———恰恰因为以前出租

车管得太死，行业犹如一潭死水，才会在

打车软件这条鲶鱼的搅动下， 掀起了巨

大的波澜。

基于此，对于打车软件的市场竞争，

不宜过度行政干预，只需规范竞争秩序，

确保企业和司机不违法即可。由此，可以

让市场在竞争中重新达到利益平衡，让

行业和民众都能从中获益。

许小年

经济学家

不靠经济的有机增长，而靠政府

来拉动内需，不可能扭转经济运行的

方向。 可持续增长的引擎在企业，在

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企业的创新。政

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政策性的刺

激，只能维持短暂的繁荣，效果也是

昙花一现。企业不必过于关注宏观政

策，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叶檀

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

中国人口众多， 需要在各地有

数个核心城市才能容纳未来增长的

人口，如西部的成都、西安，中部的

武汉 、郑州 ，东部的上海 、广州 、南

京、杭州等城市，一个个城市群如同

一个个小型经济体， 而那些黯淡的

小城市如果以特色立市，如丽江、普

洱，也不失为小而美的选择。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因非标规模萎缩， 金融机构沉

淀在银行间的流动性通过正回购主

动上缴至央行。 央行可以利用这个

“钱袋子”，通过定向宽松，支持再贷

款促进信贷结构优化， 鼓励和引导

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

“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等相

关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周子勋

财经时评人

公务员养老金很难在短期内实

现“并轨”。公务员养老会遵循“隐性

福利阳光化”的趋势逐渐转型，但其

背后的利益诉求决定了转型不可能

拉低公务员的收入。 即使未来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真能从

现在的

80%~90%

降到和企业职工

差不多的

40%~60%

，也离两者退休

后真实生活水平的 “并轨” 相距甚

远。 改革事业单位的方向一是要改

变大政府的定位， 二是在政府服务

外包领域做文章， 但这都并非一朝

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帮助富二代接班是“扶上马送一程” 操心民企传承 “父母官”手伸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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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软件不宜过度干预只需规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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