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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时代

”

的隐忧

不知从何时起，“炒” 这个字眼进入了

寻常百姓家。 以前看似离我们遥远而陌生

的炒作，现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从早些

年的炒股，到近几年的炒房，从炒黄金、炒

字画，到炒大蒜、炒白糖，从炒金融资产到

炒日用消费品， 从炒稀缺资源到炒普通商

品，从少数人炒到全民炒，从一部分地区炒

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炒， 从偶尔的炒到频繁

的炒。炒的品种不一而足，炒的花样也不断

翻新。“炒”已成了当今时下的流行词，以至

于有人惊呼，我们进入了“炒时代”。

“炒时代”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中国

市场经济的特殊产物，是中国经济转型时

期市场化不彻底与经济制度不健全等诸

多矛盾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炒，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交易行为。 在

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大凡被炒的商

品，一般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稀缺性，这种

稀缺性或出现在经济发展的某个时期、某

个阶段， 或出现在经济生活的某个层面、

某个领域。 与一般的商品买卖不同，炒是

以获取更高的商品差价而进行的投机活

动。尽管炒具有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的某

些功能，但一旦炒的内容、炒的程度与炒

的范围超出了市场可以承受的合理限度，

炒的消极影响就将放大，严重者将影响正

常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的稳定。

金融危机来临后，炒之所以能异军突

起、风靡全国，有赖于过剩的流动性资金，

有赖于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更有赖于中

国特色的权钱经济。 主要是这些因素，但

还不仅仅是这些因素，催生出了“炒时代”

的一批批炒家，也演绎出了“炒时代”的各

种人间百态。

最热衷于炒且乐此不疲的，无非是炒

的始作俑者与获益者。他们能够在市场上

兴风作浪、谋取暴利，多是靠了不同凡响

的人脉关系，雄厚的资金实力与独享的信

息优势，他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操

控市场，左右逢源，风光无限；最无奈，又

最无助的是普通百姓，面对不断攀升的物

价和手中不断贬值的货币， 在存钱不保

值、投资很有限，勤劳难致富的情况下，只

能被动地参与炒作，在实力对比悬殊的博

弈中，以期侥幸分得一杯羹。而事实上，他

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炒的牺牲品；

而最尴尬、最忙乱的却是政府。 要确保经

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

采用多种手段干预和抑制愈演愈烈的投

机炒作之风。而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矛盾的

难以短期化解消除，必然使政府政策的实

施效果多有折扣，不尽人意。

大规模的、普遍性的热炒，其隐患是

显而易见的。 以恶意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为目的的市场炒作，严重扭曲了市场的商

品定价机制，搅乱了市场经济正常的运行

秩序，使商品价格难以真实有效地反映市

场的供求关系，严重损害了公众投资者与

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为严重的是，炒往

往是权利、金钱之间的交易，是滋生腐败

的温床；更令人忧虑的是，由投机炒作带

来的一夜暴富所产生的严重社会负面效

应，与其勤勤恳恳工作、实实在在做人、老

老实实挣钱， 不如投机取巧来得更快、更

容易。 一旦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社会心

理与社会风气占了上风，人们都不愿意从

事实业， 不愿意脚踏实地地创造财富，就

将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难想

象，长此以往，构筑在海市蜃楼之上的亭

台楼阁式的财富梦想，由于缺乏坚实的支

撑，最终将轰然坍塌。由此，中国社会将失

去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失去参与未来

世界竞争的核心力。

“炒时代”的兴盛，深刻地反映出，我

们的社会缺乏足够有效的激励人们勤劳

致富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机制，如何保持中

华民族持久而旺盛的创造力与创新力是

我们必须直面的严峻现实。

也许，今天的中国还可以以位居世界

第二的经济总量傲视群雄， 但谁又敢说，

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中国还能以其雄厚的

物质基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需要的不是被炒作无限吹大的

财富泡沫， 更不需要不劳而获的造富模

式，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勤劳致富的

时代精神。

食用油调控陷入疲于应付

针对近日有媒体关于国内食用油

企业大面积停产、春节期间可能供应紧

张的报道，发改委昨日在网站上发文表

示：经过核实，该报道失实，目前食用油

企业生产正常， 原料库存非常充足，元

旦、春节期间国内食用油市场供应完全

有保障。

作为重要的生活物资，食用油的价

格牵动着万千民众的心，其调控过程也

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发改委能及时平息

市场谣言，也算得当。 可纵观食用油的

价格调控过程，有关部门似乎总是被市

场牵着鼻子走，忙于应付，疲于奔命，拿

不出什么给力的措施。 此番食用油企业

明显带有“被生产”之嫌的举动，对食用

油价格的平抑和平稳能维持多久的“功

效”？

回顾一下：今年

10

月下旬，多家企

业大豆油和调和油的价格平均上调

20%

，发改委向市场投放近

30

万吨菜籽

油， 但市场上调和油价格一度摸高至

10500

元

/

吨才稍稍回落。

12

月

2

日，发

改委“约谈”四大食用油生产企业，要求

在两节期间稳定价格。 但就在同一天，

北京汇福粮油集团停产食用油。 发改委

辩称企业停产是因“库存积压多、运输

不畅”，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实际是明着

对抗限价政策。

12

月

14

日上午， 大商所豆油期货

主力合约

Y1109

最高价格走至

10076

元， 比此前调整后的低点

9100

元涨了

将近

1000

元，涨幅

10.2%

。 投放储备、

“打招呼”、 辟谣……各种调控手段都

已用过， 眼看又一轮的食用油涨价潮

即将到来。 此时距“两会”还有时日，发

改委再打招呼该拿什么当幌子？ 面对

“一调就涨，一控就疯”的食用油价格

谜局， 缺少慧眼的百姓亟需相关部门

给个说法。 对此，相关部门别喊冤，不

管你如何卖力 ， 价格下不来就是白

搭———群众的心态是： 不看广告看疗

效。

其实，从以往调控措施来看，失力

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措施过多，市场手

段较少。 行政干预就像一针激素，扎下

去就立马退烧，但长期服用却会导致市

场“骨质疏松”。 行政干预越多，对市场

的伤害越大，因为所有的行政干预都会

降低而不是提高市场的效率。

所以，食用油价格调控应遵从经济

规律和市场规律。 一方面，积极开展市

场调研， 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控措施，提

高决策的前瞻性，避免“马后炮”式的调

控。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食用油价格

已经存在倒挂，企业停产属于应急性的

自我保护，对企业可以适当给予补贴以

调低其生产成本。 此外，扩大农产品种

植源头，减少进口油料作物对我国食用

油市场的影响程度，应是调控物价系统

工作基础中的基础。

叶 扩

明年通胀威胁仍不可轻视

管制非根治通胀良方

日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中提

到， 要坚持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综

合施策、 重点治理， 保障民生、 稳定预

期” 的原则， 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全面加强价格

调控监管工作，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

定。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可见防通胀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防通胀的过程中， 除了对货币的数量

与价格工具的频度和力度保持观望外，

一定要对行政管制的力度与时间保持高

度的关注。 这种风险表现为： 当

CPI

从

高位开始下行时， 市场可能会产生一种

错觉， 认为通胀无忧。 如果是因为供给

的增加与真实需求的下降而引致的

CPI

下行， 这种感觉自然是对的。 可如果是

在政府的强力管制下， 需求暂时得到遏

止， 而供给没有增加的话， 管制的放松

必然会使得通胀反弹， 下一轮的管制会

更加严厉。

不过， 在此要提醒大家关注的是：

价格管制将会抑制下游生产的继续扩

大。 目前价格管制还限于生活资料领

域， 如果通货膨胀不能缓解， 那么管制

将会持续扩大到生产资料领域。 价格管

制的最大问题是使得市场信号紊乱， 生

产者无法按此信号增加供给， 生产将会

减少。 若供给不能实质改善， 通胀也能

降下来， 不过表现方式与原来不同， 显

性的通胀将转化为隐性的通胀。 中国

30

年的计划经济已经证明了管制的长期无

效性， 而只有市场才能保证供给的提

升。

在市场经济的路上， 计划经济的冲

击是经常的现象， 体制的复归不会是趋

势， 但也会对经济运行产生扰动。

明年通胀压力仍大

无论何时何地， 通货膨胀都是货币

现象。 要想控制通货膨胀， 只需控制货

币供给。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 从货币

供给扩张到它对通胀的最大影响时滞，

对于

M1

而言， 平均为

20

个月； 对于

M2

而言， 平均为

23

个月。 而现在经济

学家们都相信， 货币刺激对产出的影响

会在

6-9

个月之后出现， 而对通胀的影

响则在

12-18

个月出现。

我们认为， 这次通货膨胀主要是由

超发货币所引致的。

2008

年底以来我国

的超常规货币供给已经牵引

CPI

从低谷

攀至高崖。 虽然

M2

同比增速

2009

年

11

月已经见顶并开始回落， 流动性的水

龙头正在拧紧， 但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

的影响存在时滞。

按照

M2

与

CPI

之间的经验关系，

我国

CPI

还有

2

个季度左右的冲高过

程。 因此，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无

论如何， 如此巨量的货币存量滞留在经

济体中， 随时可能引发严重通胀。 正因

为货币的存量无法短期内消除， 所以单

纯地通过加息等手段是无法解决的， 政

府的行政管制才如此给力。

考虑到翘尾因素、 货币超发的滞后

作用、生产成本的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等因素， 预计明年

CPI

达到

4.1%

左右，第一季度是高点，此后逐季降低。

由于价格管制已经上升为中央工作的重

心，明年的通胀率在下半年将会下行。

政策收紧可能加快加重

今年

11

月

CPI

超过

5%

的警戒线，

而热钱流入比上月或有所放缓的情况

下， 加息时机已到， 人民银行在

10

日

选择了再次提高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仍然是一种权宜性的紧缩策略， 表明了

决策层对于经济增长信心不足， 对于实

质紧缩存在犹豫。

但是， 这一次的货币紧缩恐怕不能

再视增长的情况而定。

CPI

还将高位持

续，房地产市场由于保障房建设计划已经

趋于明朗，要防止物价反弹，加息势在必

行。 对于

2011

年“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地

方和银行的扩张冲动， 加息是有效的警

告。 对于之前的货币扩张及其恶果，加息

也是必要的纠偏。 在货币工具的选择上，

信贷规模不会紧缩太多避免对经济的太

大冲击，加息就是应有之义。 早加强于晚

加。 因此，近期依然有较大的加息可能。

展望

2011

年一季度， 倒逼机制将

使得政策收紧加快和加重。 加息而不是

准备金率才是货币政策的实质性收紧。

我们反复强调的加息通道已经打开， 再

次加息只是迟早问题。

（作者单位： 中信建投证券）

“

遏制房价很有成效

”

能说服谁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

副会长顾云昌日前指出，“评价调

控政策，关键要看对调控的目标定

位如何， 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共识，

如果目标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那

么调控已很有成效，如果是降低房

价，那么显然还有待努力。 ”

调控是

2010

年中国楼市绕

不过去的关键词，但至今却没有

一个官方机构系统评估和总结

一年来的调控得失， 让人遗憾。

笔者认为，上述言论给了我们三

个启示：

其一，即便出台“新国五条”

鞭策地方政府落实 “国十条”，但

效果仍然很不理想， 截至

11

月

底，仅有

15

个城市出台了实施细

则。难道说其他城市房价不高吗？

不需要宏观调控吗？显然不是，而

是基于土地财政需要不愿遏制房

价上涨。 对不出台配套细则的地

方政府是否要问责？ 值得深思。

其二，

15

个城市开出了各

自药方，既有对症药、常备药，

又有长效药， 看上去在标本兼

治， 但实施情况如何、 效果怎

样，却不见相关城市公开披露。

在房价持续上涨、 地王争夺激

烈的背景下，公众有理由追问：

地方政府出台实施细则究竟是

真心调控还是“纸上调控”？ 笔

者以为， 每个地方政府都应该

亮出自己的调控清单， 把实施

情况、调控效果告之公众，尊重

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宏观调控最后不了

了之。

其三，有关专家对调控成效

进行了评估，但评估结论缺乏说

服力。 顾云昌称，评价调控政策，

关键要看对调控的目标定位如

何，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共识……

其实，这个共识早就有：就是“遏

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但

从今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房价涨

幅来看，可以说“遏制房价过快

上涨”这一目标没有达到，因此，

“如果目标是遏制房价过快上

涨，那么调控已很有成效”这话

就缺乏说服力。

今年以来，很多城市房价增

速远超

CPI

。以北京为例，北京房

价

11

月份同比增长

9.1%

，而北

京

CPI

在

11

月 份 同 比 上 涨

4.3%

。再从房价收入比等标准观

察，房价依然在疯狂上涨，这是

谁都不可否认的事实。 不久前，

社科院发布的房价泡沫调查结

论，就是房价疯狂上涨的另一种

注解。 显然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

目标没有实现。

顾云昌之所以说“遏制房价

很有成效”， 是因为

11

月份

70

个 大 中 城 市 房 价 环 比 上 涨

0.3%

，“涨幅缩小”， 但这一统计

结果对北京、上海等单个城市来

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而且，厦

门、福州、海口等多个城市的限

购政策即将到期，再加上高价楼

盘预售“开闸”、扎堆上市，今后

几个月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

很有可能远高于

11

月份。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地方政

府不积极出台配套细则，还是天

价地王不断出现， 或是房价涨

幅、泡沫状况，都可以证明一点：

宏观调控未达到预期效果。 准确

地说， 楼市调控大致有两个目

标： 一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让

房价平稳运行；二是让房价下降

到合理水平。 第一个目标没有达

到， 自然谈不上第二个目标了。

显然，无论是监管者，还是专家

学者，不但要主动总结评估调控

得失， 而且要客观进行评估，评

估结论要能说服大众。

国土系统

何以腐败窝案频发

一处

1000

多亩无法耕种的

土地， 被虚报为可复垦

6000

多

亩耕地， 以换取建设用地指标。

指标被买卖， 最终有

6000

多万

元被侵吞。发生在河北省石家庄

市高邑县的这起土地腐败案，已

致

8

名当事人落马。在这个腐败

链条中，省、市、县三级国土部门

7

名“大员”，外加一县委书记，

各自利用手中权力， 环环相扣，

织成了一张腐败的网。

我们一方面是要相信大多

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但是另一方

面众多事实却在告诉我们，集体

性或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

个体形成的集体性贪腐案件在

前“腐”后继。我们不妨看看高邑

县这桩土地腐败案的发生过程。

首先石家庄建设用地指标紧缺，

稀缺资源的紧缺， 为权力寻租提

供了绝佳的契机， 而且因为要大

量建设项目， 石家庄市国土局长

顾旗章还是被市政府 “压着找建

设用地指标”的。 于是，通过国土

部相关“土地置换”政策，

1700

亩

瓮窑地被强推成废墟， 又通过了

省国土厅“验收”成为“耕地”，又

被篡改图纸， 以

6400

多亩地上

报，并最终置换到近

5000

亩建设

用地指标。 而所得巨额收益，被层

层“漂白”，纳入了国土官员们的

私囊。

所谓层层“漂白”，其实就是

层层转卖建设用地指标，就像开

发商炒地皮一样玩空手道，结果

政策成了以权谋私的幌子，审批

和监管等制度在看似密不透风

的腐败链条下成为一张张废纸。

因为审批和监管者本身就成为

腐败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的一

环，一环扣一环，遮人耳目，遂成

窝案。

因此，贪腐之要害，关键在

于权力监管的严重缺失。但现实

中我们又时常碰到尴尬的局面，

即外部的监管往往难以渗透和

加压于权力的运行，内部的监管

又经常因为利益均沾效应、官官

相护的关系网的布控，几乎丧失

作用。 一旦内外监管缺失，权力

便几乎在黑箱中操作了。

于是，在这种尴尬中又会产

生新的尴尬，贪腐的暴露，往往

是内斗而起。比如高邑县的这起

腐败窝案，就像此前发生过的江

西省国土系列贪腐案一样，始发

于权力内斗， 或是分赃不均等，

一些既得利益者受到威胁和损

害时，与其异心的同伙把柄便暴

露无遗。 然而，这样的反贪虽有

惊奇性，但仍然是不靠谱的。 我

们当然希望官员揭发官员，但等

待揭发的这一天实在太充满偶

然性了。

透过这一起又一起的贪腐

窝案，笔者得到了一些启示。 一

是“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

权力约束权力”， 减少权力过度

集中的情况，建立科学有效的权

力制衡机制；二是最靠谱的反贪

思路还是要回归到权力的来源

上，要把权力机制放在人民监督

和法制的阳光下运行，尤其是对

那些所谓的“肥缺”的权力部门

要重点优先监管，这些官员也要

优先公开财产收入状况；三是新

的政策出台必须要有强有力的

监管问责机制配套。

消费身份有需求？琼浆佳酿涨不休。

美女香车炫富贵，名烟好酒伴风流。

百姓消费顶个鸟，达人享受比诸侯。

企业当为苍生计，歪理抬价实可羞。

Comment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