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养老金

的“双轨制”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在每一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也

一直有代表委员提出改革的议案提

案。近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

两者终将并轨。据说，一项“顶层设计”

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将在本月完成，最

迟也不会超过今年年底。

养老金“双轨制”，其实只是一种

笼统的说法， 不同体制之下的不同退

休人员享受不同的养老待遇， 这是一

种严重的不公平。 实际上， 早在

2008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已通过了《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

重庆五省市先期展开改革试点。但是，

5

年时间过去了，来自试点省市人社部

门的信息是：浙江方面表示还“处于思

考当中”，上海、重庆方面表示“尚无实

质性突破”，山西方面“不接受记者采

访”，只有广东进行了“半吊子改革”，

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待遇依然高于企

业单位职工。针对这种情况，人社部官

员也承认，并轨的改革难度很大。

养老金并轨的改革为什么推不

动？改革的阻力究竟来自什么地方？原

因很简单， 这种由权力部门设计出来

的养老金“双轨制”，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权力设计者自身的利益， 而目前这

种“权力自肥”的机制并没有打破。要

求权力部门放弃“自肥”的欲望，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项并轨改革的推进，也

就成了缘木求鱼。

不过，既然改革车轮不可逆转，养

老金“并轨”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诉求，

那么它终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一项网络调查显

示，高达

61.9%

的受访者希望通过改革

养老金制度，保障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另一项调查则显示，

98%

的网民认为废

除养老保险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

要想顺利推进养老制度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必须破除“权力自肥”的机

制。目前，中央正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

革，限制政府权力，这为养老制度改革

创造了有利氛围。 考虑到公务员有公

务员的诉求，企业职工有职工的诉求，

当前改革就要在各种利益诉求中寻求

“平衡点”，通过博弈，最终实现各方利

益的兼顾，并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国家发改委

7

日宣布， 合生元等

6

家

乳粉企业因违反《反垄断法》，限制竞争

行为共被罚约

6.7

亿元，成为我国反垄断

史上开出的最大罚单。惠氏、贝因美、明

治等

3

家企业因配合调查、 提供重要证

据，并积极主动整改被免除处罚。（相关

报道详见今日

29

、

30

版）

此番奶粉反垄断调查， 始于洋奶

粉境内价格远高于境外以至香港特区

都要限购之时， 终于恒天然肉毒杆菌

事件爆发之日。时点的特殊，让此次调

查有一种别样的意味。 所谓此一时彼

一时， 洋奶粉价格垄断是因为消费者

对国产奶粉的抛弃， 而当前的事实却

证明，洋奶粉也不一定就有质量保证。

事实上， 反垄断部门祭出反垄断

法利器，开始进入乳企调查时，部分企

业就慑于法律的巨大威力， 迅速宣布

大幅降价。这是

5

年来一路上行的部分

高端奶粉价格首次下调。这也表明，有

“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是维护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重要法律武器。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最关心的问题

还是：

6.7

亿罚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有人可能会问

6.7

亿元的罚款最终

去向哪里，这个钱肯定会上缴国库。不

过与其关心这个，还不如探讨一下，这

6.7

亿元的罚款会不会羊毛出在羊身

上，到最后由消费者来埋单？显然，这

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无论是

间接涨价还是降低品质，奶企手里“挽

回损失”的牌有很多；特别是在如此畸

形的奶粉市场上， 消费者几乎很少有

理性选择的机会，只能“两害相较取其

轻”。至于哪个害比较轻，不同消费者

自有不同的判断。

在发改委启动反垄断调查之后 ，

各乳企宣布降价应该算是反垄断调查

带给消费者最大的好处。事实上，惠氏、

贝因美等企业之所以同样存在价格垄

断行为却被免于处罚，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他们很给发改委“面子”。现在公

众担忧的是，这个因为反垄断调查而掀

起的奶粉降价潮， 究竟能够管用多久？

这个恐怕就很难乐观了。

就拿免罚的惠氏来说， 日前已经

推出了“新配方产品”，价格与反垄断

调查前的旧配方产品一致， 被指变相

涨价，而惠氏此前降价承诺中的“文字

游戏” 也因此曝光在消费者眼前———

为何要将降价范围特别界定为 “市场

上现有的”产品？因为新配方新包装是

乳企涨价的惯用噱头。 如果遭遇反垄

断调查后， 只需配合调查并暂时宣布

降价就能换来免罚，学会“这一招”之

后，谁还会将反垄断调查真正当回事？

反正风头过后， 很快就能通过推出新

配方新包装涨回来。

发改委开出

6.7

亿罚单， 可如果价

格还是那个价格，质量还是那个质量，

消费者唯一看得见的差别是奶粉又换

包装了， 这无疑将是个很令人扫兴的

结果。 但在国产奶粉真正成长起来让

我们的市场回归充分竞争之前， 得力

的价格监管和质量监管无疑仍是公众

最大的期待。 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不

应该是一次性行动， 而要有常态化监

管， 不能任由企业耍新配方新包装的

小聪明。质监部门更该肩负起职责，不

让问题奶粉流入孩子们的奶瓶。

每日微评

03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商业评论

“空怒”是管制效率低下的缩影

责编 任志江 编辑 陈旭

美编 刘笠丽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6.7亿反垄断罚单最终要让消费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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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是管理效率低下 、

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典型缩影。

中国航空乘客增长与准点率形成

奇妙的对比。 根据去年

12

月国际航协

发布的报告，到

2016

年，中国将以

4.15

亿人次的国内航空客运量仅次于美国

排名全球第二。

2016

年，中国航空货运

总量将达到

350

万吨，紧随美国、德国，

成为全球航空货运业第三大市场。

更让航空公司高兴的是，两舱（头

等舱、商务舱）乘客今年

1

季度增速超

过

7%

，每个两舱乘客贡献的利润是普

通经济舱乘客的

2

到

3

倍。 每年春假和

寒 、暑假 ，游学 、商务 、探亲的人群挤

爆泛太平洋上空， 跨越太平洋航线的

机票价格直线上升。 这也导致周边国

家如新加坡、韩国等，因其内部航空需

求低而纷纷抢滩中国， 成为中国内地

与国际航线接驳的桥梁。 最近韩亚航

空的空难事件， 背后也折射出韩国航

企对中国航空市场的抢占。

如此增长的市场却遭遇到一个尴

尬的现实， 那就是能把乘客逼成空怒

一族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晚点率。

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

2012

年平均航班正常率 （准点率）

为

74.83%

，

2011

年为

77.2%

， 这一数据

过于侮辱乘客的感受与智商。 真实数

据到底是多少？

2010

年

10

月 《新世纪》

周刊援引国际资深航运人士的估算 ，

中国航班准点率仅

30%

， 这与民航局

的数据大相径庭， 但越来越多的空怒

族印证了该数据更为可靠。 今年

7

月，

美国航空数据网站

FlightStats

的准点数

据一炮而红———全球

35

个国际机场

6

月的准点率排名中， 北京首都机场和

上 海 浦 东 机 场 的 准 点 率 分 别 为

18.30%

、

28.72%

，包揽倒数两名。

航空延误成习惯是综合体制原

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空域。《新世纪》

杂志援引民航局中南空管局局长张建

的公开演讲指出， 中南空管局对影响

广州白云和深圳宝安机场正点率原因

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

2009

年广州地区

涉及空域原因而实施的流量控制占总

流量控制量的

71%

， 因天气原因占

20%

。空域成为制约机场流量增长的关

键因素。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试图与全

球主要国家一样建立国家层面的空管

局来管理空域， 遭遇强大的阻力无疾

而终，空管局成立仅半年后即告解散。

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本就对航空不

利，加上航空公司的管理不到位，延误时

每每火上浇油，导致空怒一族增加。而中

国的民用航空被陈旧的体制捆住了翅

膀，效率成为次要因素，航空公司飞机再

多，再督促服务员，又有什么用？

李开复

创新工场

CEO

贝索斯为何收购华盛顿邮报：第

一他是策略家 ， 开创了电子商务 、

kindle

、

AWS

， 所以应该会有宏伟的

计划； 第二华盛顿邮报的核心价值是

高质量内容和可信任的社会公器；第

三他早宣称纸媒正走下坡路， 所以可

能基于内容创新， 例如数字渠道多元

化，打造内容

+

个媒体的经纪 、授权 、

广告平台。

屈宏斌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建议在政府债审计时也对其资产

进行摸底， 让市场和公众有全面的信

息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作出正确判

断。 这有利于消除对地方债的过度渲

染，也为发行市政债、收入债和民间资

本进入公共设施项目奠定基础。

刘海影

经济研究人士

如何判断加杠杆还是减杠杆？加

杠杆在实体层面的证据是固定投资

增速高于

GDP

名义增速，在金融层面

的证据是新增 贷 款 余 额 增 速 高 于

GDP

名义增速

2%

。鉴于目前的资本回

报率低于实际利率，中国经济已经进

入到以投机性融资支撑投资与现金

流的阶段。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短短

30

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

零开始 ， 以

40%

的社会资源完成了

60%

的

GDP

，承担着

80%

的就业。企业

家已经是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砝

码 。 但企业家精神仍是当下所稀缺

的：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

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

本动力。

养老金制度并轨

推不动的根源在哪里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