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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
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
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
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
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根据四
川省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四川省实
现民营经济增加值20738.9亿元，占
GDP的比重达到56.1%；成都市民营经
济 增 加 值 为 6746.4 亿 元 ，占 GDP 的
48.6%，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3.9%和税
收的54%。从数据可以看出，民营经济
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
营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
展水平和人民福祉的提高。哪里民营
经济发展得好，哪里的财税能力就好，
政府和百姓的日子就过得好。上海、北
京、广东、浙江、江苏、深圳、福建等地
的民营经济较为活跃，这些地区的财
政盈余比较理想，人民的获得感也更
高一些。

虽然思想界对民营经济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但是党和国家对发展民营
经济的态度是明确的。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强调两个“毫不动摇”。2018年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没
有变”的重要论断。这是正本清源、提
振民营经济信心的强烈信号。习近平
总书记还提出要抓好六个方面的政策
举措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数据显示，成都、四川的民营经济
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成都市要坚定
不移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2018年11月20日，四川省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大会隆重召开，大会提出了20
条政策措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2018年11月24日，成都市召开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这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四川省委关于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大会围
绕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缓解民营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支持民营企业创
新创造、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做优、鼓励
民营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加强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保护、营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加强组织保障等方
面拟出台政策措施来促进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范锐平提出，要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优
商重商亲商的标杆城市。坚持把创造
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

四川和成都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都非常好，很具
体，对准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痛
点，补齐民营经济发展的短板，这是未
来一段时间成都市发展民营经济的着
力点。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三点，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一是人的问题，二是营
商环境的问题，而政府与这两个问题
都有关系。

成都应激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给民营企业家应有的地位和安全感。
其一，要保护产权，“有恒产者有恒
心”，保护产权可以稳定企业家对于未

来财富的预期，他才愿意做长期投资，
例如研发、扩大投资、诚信经营。若产
权得不到保护，如被征用、公有化、随
意关停、恶性通货膨胀，企业家就会把
资产向国外转移，而且有更多的短视
行为，如商业欺诈，产生很多类似食品
安全、偷工减料等问题。只要解决了产
权保护问题，自然会激励一大批具有
企业家精神的人发展民营企业。其二，
大力培育民营经济主体，要培育更多
的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创事业，
这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教
育很重要。还要塑造良好的创新文化，
形成重商亲商的社会氛围，企业家、实
干家应该是社会的榜样和骄傲。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发展
的源泉。分工产生市场交易，因此分工
发展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杨小凯将
交易成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运输、通
讯、电力等硬成本，一类是交易制度有
关的软成本，如法律、会计、金融等。降
低交易成本可以促进分工发展，从而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降低交易成本离
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如交通、物流、
通讯、金融、中介服务、政府服务等。世
界银行发布了《2018年营商环境报
告》，该项数据涵盖10个指标，包括开
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
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中小投资
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
破产的难易程度。中国排在第78位，从
2013年以来中国的营商环境上升了18
位。客观讲，用工成本、用地成本、用能

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都是市场行
为，政府干预使之下降的余地不大。营
商环境主要是指市场准入门槛、政务
服务（例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马上办”）、中介服务、投资者保
护、产权保护和法律实施等方面。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土
壤。政府要远离汲取性制度，这种制度
对生产者的激励不足，经济缺乏长期
增长的动力。政府应该建立包容性制
度，人们能够自由进入和竞争，可以获
得生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或全部，可
以激励民众从事生产性活动。有为的
政府不是指产业指导，政府要避免干
预产业选择和企业经营。

政府要保持经济社会环境稳定。
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保持宏观经济
稳定，避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不可
预知性，避免通货膨胀，这有利于全社
会形成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政
府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价格信号可
以准确地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
性，这有利于良好的激励和相对准确
的决策过程。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
共物品、外部性等，需要政府干预以提
高效率。政府应该建立起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以降低民营经济的交易成
本。政府应该建立起开发区，促进产业
集聚，有助于提高民营经济的效率。政
府应该为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提供补
贴，如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教育培训、
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

大咖观点：
成都是短视频重镇
文旅领域发展优势明显

今年国庆，成都曾在短视频领域
掀起小高潮——抖音“打卡”成都的视
频总播放量达到8亿，位居全国第二，
仅次于北京。

“从短视频领域来看，成都优势明
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
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司若表示，
在短视频领域，成都依托本地网红资源
和文化积淀，在众多平台走红。这也是成
都发展网络视听行业的重要落脚点——
司若建议，成都未来要通过培养更多人
才，将短视频塑造成城市名片。

艺恩数据CEO郜寿智也有同感。
来蓉多次的他认为，成都在文创、旅游
领域的发展中优势明显。“成都在大文
化产业的发展中亮点十足，未来还应继
续推动与其他产业的联系，让短视频成
为成都视听领域的亮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实习生 曾那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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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生，中国
人民大学经济学博
士，西南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大学访问
学者，四川省学术与
技术带头人后备人
选，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评审专家，中国经
济发展研究会理事，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
院西方经济学研究所
所长。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项目1项。主持地方政
府委托课题10余项。

四川和成都出台的政策措施，对准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痛点，补齐民营经
济发展的短板，这是未来一段时间成都市发展民营经济的着力点。

成都应激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给民营企业家应有的地位和安全感。其一，要
保护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其二，大力培育民营经济主体，要培育更多的人利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创事业。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土壤。政府要远离汲取性制度，这种制度对生产者
的激励不足，经济缺乏长期增长的动力。政府应该建立包容性制度，人们能够自由进
入和竞争，可以获得生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或全部，可以激励民众从事生产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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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行动 信用挂钩招投标
平等向所有企业开放政府性工程市场

成都民营经济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应坚定不移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看看成成都都4知名专家

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昨在成都启幕《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网络视频热：用户超六亿
大咖看成都：短视频重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司若:

从短视频领域来看从短视频领域来看，，成都成都
优势明显优势明显。。成都依托本地的网成都依托本地的网
红资源和文化积淀红资源和文化积淀，，在众多平在众多平
台走红台走红。。建议成都未来通过培建议成都未来通过培
养更多人才养更多人才，，将短视频塑造成将短视频塑造成
城市名片城市名片。。

■艺恩数据CEO郜寿智：
成都在大文化产业的发展成都在大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亮点十足中亮点十足，，未来还应继续推未来还应继续推
动与其他产业的联系动与其他产业的联系，，让短视让短视
频成为成都视听领域的亮点频成为成都视听领域的亮点。。

●袁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抖音”为什么这么火？短视
频为什么风生水起？网络视听行
业未来将如何发展？这一切在成
都揭秘。

11月28日至12月1日，第六届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世纪城
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个中国网
络视听领域规格最高、被称作“年
度风向标”的行业盛会为何会选择
成都？事实上，成都在该领域优势
明显——多位行业人士评价成都
是“短视频重镇”。在他们看来，成
都将通过发展短视频领域，塑造城
市名片。

昨日，两份网络视听领域的
重量级专业报告出炉，分别是
《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
告》和《视听节目著作权司法保护
实务综述及大数据分析白皮书
（2013-2017）》。无论从行业技
术发展还是知识产权保护，都无
疑为网络视听带来最专业的行业
观点。

最新数据：
30岁以下网民
八成以上都看短视频

上网看视频，已经是中国网民上
网的常态。根据《报告》，截至2018年6
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6.09亿，
其中手机视频用户就达5.78亿，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5.94亿。30岁以下网民
对短视频的使用率在80%以上。

其中，短视频、直播两种移动端
新视频形态发展迅猛，内容逐渐多样
化，内容生态朝着成熟的方向发展。
在网络直播中，用户规模则达到4.25
亿，网民使用率为53.0%。网络音频用
户规模达3.0亿，年增长率达15.4%。

中国网剧和网综top20名单也已
出炉。《延禧攻略》《如懿传》《烈火如
歌》等热门网剧皆榜上有名。《延禧攻
略》在上线三个月内前台播放接近
200亿次，微博话题量超百亿，转为上
星频道播出后也取得良好收视成绩，
位居2018年网剧top20名单榜首。

未来风口：
98%的用户手机看视频
VR设备是未来争夺焦点

如今，智能手机是个人网络视频
服务中最为重要的一屏。《报告》数据
显示，网络视频用户中，98%的用户使
用手机收看网络视频节目。

同时，智能电视市场占有率不断
提升，其家庭娱乐中心地位进一步显
现。网络视频用户中，55.2%的用户使
用智能电视收看网络视频节目。智能
电视已经超过台式电脑，成为网络视
频收看的第二屏。中国互联网电视机
激活终端的分布中，四川占全部终端
规模的5%。而接下来，VR设备将是视
频厂商要争夺的硬件入口。

根据《报告》，网络视频行业用
户、内容、流量均向腾讯视频、爱奇
艺、优酷三大平台集中。过去半年内，
通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三大平
台收看过网络视频节目的用户占整
体网络视频用户的89.6%。

制图 李开红

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圆桌对话：数字背后的视界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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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出川 时速250公里
成贵铁路四川段昨起联调联试

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兴文段（简称成贵铁路四川段）完成线下工程施工，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
作。据了解，成贵铁路将分段投运。此次成贵铁路四川段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也向其正式开通更近了一步。
成贵铁路全线预计将于2019年拉通运营，成都至贵阳的铁路运行时间将压缩至3小时左右。

网络视听新节目与技术展交会
成都商报带你逛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