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改革砥砺前行之际， 中国多

领域的治理理念和实践正经历一场变

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日前

审议了改革央企薪酬制度、 履职待遇

等重要事项， 彰显了决策层稳步推进

国企改革的决心。

中央最新改革动向再次告诉世人，

治理变革对事不对人———不论中资或

外资，国企或民企，现阶段改革侧重会

有不同，但指向一致，那就是造就法治、

公平、有序的经济和社会新常态。

近期， 伴随中国执法部门全面严

查商业贿赂、行业垄断行为，一些商界

“翘楚”先后中招，其中不乏知名洋品

牌。 一些西方媒体和商会组织为此质

疑中国市场执法有失公允， 有针对西

方企业之嫌。 这样的质疑本身缺乏依

据，谈不上公允，只能暴露出某些西方

人对中国改革全局、 市场执法动态和

国际意义茫然无知。

粗略盘点近期中国商业执法行动

不难发现， 执法者总体遵循了中外企

业一视同仁，同罪同罚、公平公正，对

事不对人的原则。譬如，去年初发改委

惩治境外液晶面板商价格垄断之后不

到两个月， 就以参与价格垄断协议为

由， 对两家国有高端白酒企业开出了

4.49

亿元的天价罚单。随后，当局在整

治婴幼儿配方奶粉价格垄断案中 ，既

罚了涉案的洋品牌， 也罚了本国违法

企业，并未内外有别。

今年以来，在食品、汽车、软件等

行业， 执法者开始出重拳整治相关违

法企业。对此，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郭生

祥指出， 中国执法部门选定目标的参

照标准绝不会是国别， 而是涉事企业

的市场地位、 涉嫌问题的性质以及与

改革热域的关联程度。

从更广的视野观之， 中国改革开

放已经进入更高层次。强化市场执法，

与国际接轨，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一方面， 中国市场的全球分量和资源

禀赋， 决定了中国无需再借助有违公

平原则的“优惠政策”笼络强势资本；

另一方面， 中国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和深化市场改革， 客观上要求更

加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 不断完善法

治，维护市场公平，与国际惯例接轨。

从这个意义看， 在反垄断、 惩贪

腐、惠民生、转职能、促创新的政策组

合表象下， 中国实则意在铸就或者说

重构一种成熟经济体应有的常态 ，其

特点是： 去特权倡公平， 去行政倡法

治，去垄断倡竞争，去审批倡备案，去

暗箱倡透明等等。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面对更

加严格而规范的中国市场监管环境，相

关市场主体必须对即将到来的“成长的

烦恼”有所警觉，做出必要的调适。在经

济调整升级、机构简政放权的改革背景

下，今后中国市场的真正吸引力不在于

市场主体可通过“搞关系”获取隐秘的

“超国民待遇”，而是可在日趋法治的环

境下，光明正大地谋取“国民待遇”，享

受法治经济之利， 感受公平公正的阳

光，拥有预期稳定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多领域的

治理变革，是对市场公平的负责，也是

对所有投资者的保护。守法经营的市场

主体，不应恐惧，而应倍感安心、宽慰。

理念决定行动，道路决定命运。中

国经济的新常态不局限于更可持续 、

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速， 而在更深层次

上则取决于更加系统的改革顶层设

计， 更为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具有操

作性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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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云威（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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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债市女王”

背后操纵之手逍遥法外

每日微评

□

叶檀

小米雷军为何点名郭台铭“冰桶挑战”？

反垄断揭示法治经济正剔除“超国民待遇”

企业债反黑反腐雷厉风行，正从下游

的交易查到上游的审批与承销环节。

据财新《新世纪》近日报道，国信证券

固定收益事业部前总裁孙明霞因涉企业

债承销黑幕被公安机关调查、并供出一个

“百人名单”的事件在业内纷传。未经调查

部门证实的说法是，有“债市女王”称号的

孙明霞供出的名单中， 不仅包括发改委、

地方发改委官员， 同时也波及相关券商，

几乎涵盖整个企业债审批和发行链条。此

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前任司长张东

生、浙江省发改委财金处前副处长柳志文

被媒体曝出陆续接受调查。

企业发债不市场、不透明，寻租是正常

的，不寻租才奇怪。中国企业债发行体制必

须重新设计， 逐步以市场化方式取代行政

方式。 如果企业债由金融专业监管部门监

管，由协会实行自律管理，用市场方式注册

发行，审批官员们贪念再炽，也无法伸手。

我国的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等审

批监管部门不统一， 交易市场不统一，债

券市场成本奇高，效率极低。整顿企业债

市场， 同时也是清理中国债券市场的契

机，应秉持公开与公平的原则，以统一的

管理规范、登记结算制度等来重新治理。

严厉的行政审批加上黑箱运作，这是

典型的寻租节奏，而且是各个环节共同寻

租。审批者自不必说，一级承销人员为了

得到业务与审批者关系不浅———走到哪

家券商债券生意火到哪家的孙明霞就是

典型———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间有利

益输送空间，购买债券的三类账户丙类账

户代持，更是可以空手套白狼。

孙明霞实际上是企业债市场的掮客，

是又一个依靠关系成为女王的人物。孙明

霞加盟华林证券任职期间，公司的企业债

承销量也连续

3

年位列业内前三。

2011

年，

华林完成

16

单企业债主承销，数量排行业

第一，市场份额高达

28%

。她的金融才干如

何无人得知，但关系网到底如何却尽人皆

知。这与丁书苗大概有一比，没有背后操

纵全局的手，她什么也不是。当市场封给

孙明霞“债市女王”称号时，背后的操纵之

手或许在暗笑。

债券市场清污，必须进行市场化的全

面改革，取消低效的审批，评级机构承担

信用评级工程， 并让交易市场更加透明。

如果不建立法治信用市场，那么今天清理

张东生、孙明霞，只是为下一位寻租者腾

出空位。不敢贪靠的是严惩，不想贪靠的

是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而不能贪必须靠有

底线游戏规则的市场。

□

徐明天（《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冰桶挑战”近日风靡全球。鸿海集

团董事长郭台铭

19

日接受小米雷军的挑

战， 上午

11

点

30

分在台湾新北市完成淋

冰水行动。“冰桶挑战”规则为：接受挑

战的名人要往自己头上倒冰水，体验渐

冻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俗称）感觉，

然后点名

3

个好友参与， 拒绝挑战者就

要为渐冻人捐款。雷军在冰桶淋水后点

名香港艺人刘德华、郭台铭、百度

CEO

李彦宏；而郭台铭接受挑战后则点名日

本软银创办人孙正义、美国科学院院士

谢晓亮和艺人林志玲三人。

雷军为什么点名郭台铭， 而郭台

铭又立即予以回应？ 这说明两人关系

非同寻常。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关系主

要是商业关系， 因为小米的手机就是

富士康制造。

国内产业界都把小米手机看作神

话，认为它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典型案例。

但这一关于商业模式的崇拜是否合理还

值得深究。小米的互联网销售模式的确

不错， 创造了不俗的业绩。 但笔者认

为，雷军的成功不是商业模式，而主要

是产品，即富士康生产制造的手机，具

有可靠的产品质量和性能。 如果没有

产品质量的可靠，就没有小米的成功；

如果只是追求商业模式和产品概念 ，

可能会取得相反的效果。

中国手机业曾经遭遇过商业模式

的失败。

2000

年到

2004

年前后， 国产手

机凭着花哨的外观和全国的销售网络

以及消费者的热情，一度曾压过国外手

机，拿下行业的半壁江山。但这一现象

并未持续太久，其后国产手机销售很快

下滑，并跌到谷底，原因就在于产品质

量方面，老是出问题。当企业沉醉在销

售业绩增长之时，较高的返修率却很难

吃得消，并引发大量库存积压。

当时多数国产手机都存在这样的

问题：注重商业模式，注重产品外观设

计，注重销售增长，但对产品质量却重

视不够，结果渐渐被消费者抛弃———这

不能不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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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商业模式之过，让

消费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这里想强调，重要的不是商业模

式，而是产品质量。目前中国企业过于

追求商业模式，对产品制造和质量却不

够重视， 这样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小米只有以好的商业模式销售富士康

制造的好产品，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产

品质量不好，总是出状况，雷军的商业

模式再好也会演砸掉。不好的产品卖得

越多，得罪的消费者也越多。

再举个例子，现在汽车业正在反垄

断。进口汽车在中国有商业模式吗？有，

但那是非常坏的商业模式———垄断卖

高价，这是什么商业模式？但进口汽车

为什么还能成功？那是因为国产品牌没

有足够好的产品去跟人家竞争，只能把

市场拱手让人。国外汽车厂商之所以能

垄断市场并取得高价格，所依赖的商业

模式其实就是产品。记得有一本畅销书

叫《蓝海战略》，讲企业要摆脱竞争激烈

的红海，去寻找没有竞争的蓝海。中国的

企业都去读，要去找蓝海。没想到进口汽

车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产品领域， 却在国

内市场制造了一个缺乏竞争的蓝海。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应该为此感到

羞愧。 汽车产业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代

表和支柱产业之一， 如果如此巨大的

汽车市场任由国外品牌赚取垄断高额

利润， 我们有何面目去面对以

10

亿计

的中国消费者？

过去的一个月反垄

断进入 “白热化”，奔

驰、奥迪、克莱斯勒和微

软等外企相继卷入调

查， 为外企在华享受

“超国民待遇” 的时代

画上句号。不过，反垄断

绝非针对“洋老虎”。近

两年， 央企中国联通和

中国电信因涉嫌互联网

接入垄断成为被调查对

象；名酒茅台、五粮液去

年因价格垄断均接到巨

额罚单。 这说明中国市

场执法坚持了全面、公

正原则。

在此基础上，中国

决策者把改革触角不

断引向深入。18日举行

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将

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

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

水平适当、 结构合理、

管理规范、 监督有效，

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

收入进行调整。

从反腐行动到打击

垄断， 从打破城乡二元

结构到深化财税制度改

革， 相关改革动议意在

破除利益藩篱， 让发展

红利更有效地惠及民

众， 勾勒出中国决策层

正寻求更有效率的可持

续发展治理思路。

编者按

严跃进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北上广深

4

个一线城市的部

分周边城市放开了限购政策，那么在

一线城市继续收紧政策的前提下，一

些投资投机客便会转变购房区域，投

入到楼市放松的各个城市和区域中。

当广州和深圳依然收紧政策时，一些

高库存的城市比如佛山就会因政策

放松而显得更有魅力，进而促使购房

者积极进入， 这利好当地去库存。反

过来看，这也会疏导一线城市的部分

投资投机需求，进而利好当地楼市需

求结构的改善。

马光远

知名经济学家

不动产登记制度统一后， 房地

产信息联网“硬件”方面的障碍将基

本消除。 有了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和

信息联网，房地产调控中的限购、限

贷、 个人所得税以及房产税的征收

才有可能。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本

身并没有反腐的使命， 但这一制度

的实施， 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加剧

二手房市场的严峻态势。

谢宏中

天使投资人

网贷属于债权融资， 以债务方

式筹集资金， 因受到净资产和抵押

物的限制，市场较有限。而股权众筹

属于股权投资， 以企业股权为权益

载体来筹集资金， 股权可以随着创

业企业的发展和新兴技术的应用被

放大， 其市场可远超存量金融产品

价值，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金错刀

微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人

面对电子商务的冲击， 宜家的

案例具有特殊意义。 家居产品更加

注重购物体验， 大部分消费者还没

有网购习惯， 即使网购退货率也会

比较高，再加上物流配送成本，家居

电商举步维艰。特殊的品类优势、全

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可以使宜家在面

对电商时更加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