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inion

A3

2012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二

主编

:

何敬东 编辑

:

谦石 电话

:0755-83517232

评论

Opinion

评论

市场经济的半瓶醋

（之五）

李斌

在本期， 我们简要讨论一下市

场经济与对外交往之间的关系， 然

后对本系列文章作一个小结。

二战结束以后， 世界进入了一

个空前的进步与发展的时期。 然

而，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我国对外

交往的大门却逐渐关闭起来了 （除

了短期的 “向前苏联一边倒”）。 关

闭国门三十年的代价是什么？ 从算

法的角度来看， 它不仅在于各项经

济发展指标进展缓慢， 而且在于思

想、 知识与文化领域的巨大损失。

我们变得不敢思想， 不会思想， 不

会生活。 我们与外部世界的隔阂愈

益加深。

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 就好像一堵墙被推倒了一样，

人们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

世界。 在巨大的落差面前， 人的心

态变化是可想而知的； 他将很难保

持平静， 更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 回顾一下对外交往

活动中的种种不当观念与做法， 对

于谋划未来大有益处。

首先是巨大的差别催生了急起

直追的冲动， 同时催生了急躁情绪

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心理。 与之相伴

生的是把外国的东西概念化、 静态

化和绝对化。 一些人只知道向西方

表达天真的善意， 以为对方也会以

同样的善意相回报， 因而忘记了彼

此之间的竞争关系。 我们就像草原

上的牧民， 对任何来自远方的客人

都慷慨地给予优待。 这里不打算再

讨论时至如今依旧变相存在的对外

商投资的优惠待遇， 转而看看汽车

业中所实行的中外合资政策。 当国

门打开之后， 大家发现我国的汽车

工业毫无国际竞争力， 于是， 某些

中央部门挺身而出， 垄断了对外合

作的谈判权， 要来规划一番了。

“中外合资企业” 的想法于是应运

而生。 这一举措看上去像是一种为

了防止外国产品冲击国内市场而制

订的过渡政策， 又像是一种技术引

进政策。 然而， 三十年过去了， 我

们要过渡到哪里去？ 我们又引进了

什么技术？ 像样的中国汽车品牌在

哪里？ 可以说， 中国汽车工业如今

的局面是政府行政部门在不了解市

场经济基本逻辑的前提下公式化思

维、 坐井观天和胡乱指挥的一种典

型后果， 各大国有汽车企业现在都

已成为外国汽车公司在华推广其低

端业务的代理人， 此外难有其他作

为。 这种体制 “确保” 了我国汽车

工业和汽车市场在世界上 “稳固”

地处于二流地位。 然而， 这种 “待

遇” 其实并不是外国公司想要的。

如果允许成立外商独资的汽车企

业， 国内消费者本可以享受更高的

产品质量和更为低廉的价格。 另一

方面， 假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允许

民营汽车企业自由发展， 而不是歧

视它们， 强大的民族品牌也许同样

已经发展起来了。 在某些人心目中

如同神像般的瑞典沃尔沃汽车公

司， 一朝却成为中国一家不大的民

营企业的附属机构； 从类似的事件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所蕴含

的力量和魄力。

与上述态度相反的是对外国的

敌视、 怀疑与仇恨： 外国人在本质

上与我们是不可比的， 甚至是敌对

的； 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只是一种

策略， 一种迫不得已； 一旦我们发

展起来了， 就要关上国门、 自给自

足了。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 这

种观点听上去像是笑话一般， 然而

实际上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这种观

念或潜意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我国的对外交往活动， 影响着经

济政策的制订。 因之， 我们追求

“大而全” 或 “小而全”， 我们要搞

独立的体系， 我们似乎在为未来的

某个战争进行着准备， 我们要确保

在被孤立时仍然能够生存。 一些人

整天怀疑外国人在串联， 在搞阴

谋， 试图迫害我们； 他们把国家之

间的正常竞争想象得势同水火。 这

种 “受虐待” 的情结是与对外部世

界的无知和极端的自恋相关联的。

他们忘记了一个道理： 欲使人以诚

心待我， 我有没有以诚心待人？ 我

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 “不以社会制

度来看待人”？

在这个彼此联系愈益紧密的世

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独立生存

都是不可能的； 只想让别人依赖你

而你同时又不依赖于别人的念头纯

属自作聪明， 这不是具有大智慧的

文明古国应有的眼界。 “利用外

资” 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待人的、

不诚恳的， 甚至不道德的说法。 不

知一些人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当外国的原油、 木材和铁矿石大量

出口我国时， 为什么那里的人民不

认为我们在 “掠夺” 他们的资源？

当瑞典官方批准吉利汽车公司收购

沃尔沃公司的交易时， 为什么他们

不担心这会伤害他们的 “国家主

权”？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国，

例如， 假如一汽集团被外资收购，

我们又将会作何反应呢？

对待外部世界的种种不当态

度， 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即

尽量避免与外部世界展开平等竞

争。 要么超越甚至支配别人， 以显

示我的优越， 要么则在被超越和被

压迫中寻找精神力量。 这种旧时代

的思维习惯仍然深藏在我们的民族

心理之中。 需要认识到， 正如独立

生存是不可能的一样， 在这个全球

大融合的时代中， 任何一个国家要

想谋求某种永久性的、 支配性的优

势， 也将是不可能的。 国家之间的

界限势必将会日益模糊， 世界性的

政府早晚必将产生。 我们需要用这

种前瞻性的认识来更新我们的民族

心理， 尤其需要用它来更新我们的

官方思想和哲学。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开放与改

革同属一个逻辑。 当前， 我国处于

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 建

设一个平等、 自由、 开放、 法治、

公正和人道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 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

所认同。 我们不要倾斜和特例， 而

要平等待遇； 我们要法治， 不要人

治； 我们要竞争， 不要垄断； 我们

要公正和人道， 不要贪婪与剥夺；

我们要理性、 智慧和胆略， 而不要

愚昧、 短视与得过且过。

改革开放事业正在进入一个

需要作出新的理论说明的阶段。

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过去的历史？

我们究竟要往何处去？ 我们需要

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这些问

题上的明确的官方态度是重要的。

意识形态的更新从根本上有利于

社会的长治久安。 俗话说： 有理，

不怕拿出来讲。 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虽然在建设一个新社会方面遭

受了挫败， 但是， 它从外部施压，

改造了资本主义， 这一历史贡献

是不容否认的。 在今天， 对于那

些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和价

值观的人， 以及那些严厉抨击社

会不公的人， 不能给他们简单地

扣上 “反对改革开放” 的帽子； 他

们的诉求应当得到严肃的对待。 同

时， 我们发现， 某些鼓吹市场经济

的人， 他们其实是在鼓吹原始的、

野蛮的资本主义； 这些人实际上是

在抹黑市场经济， 损害它的名声。

市场是服务于人民的， 是大众的，

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就是本

系列文章所主张的基本观点。

一个用三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

计划经济体制， 已经花费了三十余

年的时间来改造它， 这个速度似

乎嫌慢了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些人在犹豫， 有些人不硬

气， 有些人不想抉择。 这就好比

农民进了城， 乡下的房子和田地

都要留着， 以防 “万一”； 其实他

不知道他走回头路的几率是微乎其

微的， 他只是不想承担选择的责

任。 然而， 有识之士们都已认识

到， 当前的改革宜急不宜缓， 拖延

越久则后患越多； 如果全国上下能

够团结一致， 一鼓作气， 一举越过

这道门槛， 顺利奠定市场经济与民

主法治国家之大计， 则国家幸甚！

民族幸甚！

Li Bin蒺s Column

算法经济

整修独董制度 改善公司治理

刘锐

眼下独董已成国内证券市场热议话

题。 先是原中信证券电力行业首席分析

师、 漳泽电力原独立董事杨治山涉嫌内

幕交易被通报。 近日， 身兼六家公司独

董、 “忙过杜甫” 的人大商学院会计系

副主任徐经长在短短半个月内两度辞

职。 而华工科技董事长、 董秘、 独董一

干人等亦被中国证监会调查。

现行独董制弊端显而易见， 甚至引

发存废之辩。 笔者以为， 独董制度先天

不足， 后天又消化不良， 再经国内人情

社会的特殊土壤浸泡， 是当下独董病屡

屡发作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独董制与监事会制度有一定

渊源。 从国内公司治理路径看， 是先有

监事会制度， 后有独董制。 由于监事会

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监督效果， 几乎沦为

摆设， 有关方面引进英、 美、 法系的独

董制， 期望通过 “二元制” 架设公司治

理双保险， 解决内部人控制等突出问题。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上市公司治理老

毛病迁延反复， 双保险架构并不保险。

独董制之弊有四： 一在于独董不

独。 独董大都由大股东提名， 领着上市

公司的薪水， 腰杆子不硬， 被称人情独

董； 二是独董牛人多， 名气大， 一些上

市公司利用这些人装点门面， 实行放羊

式管理， 被讥花瓶独董； 三是少数独董

一人身兼多职， 本身已是社会名人、 业

务繁忙， 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同时兼顾这

么多公司； 四是独董操守无保证。 个别

独董近水楼台先得月， 利用接触上市公

司之便， 谋取个人私利； 或是与公司勾

搭， 共同损害投资者利益。

独董制确实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

步， 但存废与否需仔细思量。 正如前面所

言， 独董制某种程度上是在监事职能基本

缺位情况下产生， 如果将此制度拿掉，

A

股公司治理架构将成为内部董事和大股东

的天下， 监督制衡将成为一句空话。 比较

现实的做法是借鉴成熟资本市场经验， 完

善独董提名、 薪酬支付等制度设计， 增

加治理较差公司独董数量， 让其切实担

起把关公司治理责任。

完善独董产生机制。 按目前规则，

虽然上市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或持有公

司

1%

以上股份股东都可以提出独董候

选人， 但一般独董都是由大股东认为

“靠得住的人” 当选。 要让独董变独变

专， 须先切断独董与大股东间的这种关

系： 一、 独董招募和批准过程要透明

化。 可由监管层或行业组织出面， 建立

全国性的专家储备库， 定期向社会公

示， 并对专家进行有针对性培训， 独董

从专家库中遴选， 实行竞争上岗。 二、

改变当前独董薪酬由上市公司支付方

式， 建议设立专项公司治理基金， 或者

由第三方组织机构比如保护基金等支

付， 让独董能真正挺直腰杆， 在公司重

大决策问题上发声。

完善薪酬激励。 在当前形形色色独

董大军中， 既有一年能从上市公司拿超

百万元的 “高富帅”， 也有年薪只有几

千元的 “穷屌丝”。 去年底的一项数据

显示， 有过百名独董从上市公司所拿年

薪不足万元， 连车马费都不够。 如果让

其仅凭良心去把关公司治理， 显然不靠

谱。 独董薪酬属于公司自治范畴， 监管

者不便过多干预， 可以制定相关指引，

对独董整体薪酬削峰填谷， 让其责权利

真正对等。

提高独董在董事会中的比重。 美国

独董制度之所以比较有效， 主要原因之

一在于独立董事多于内部董事。 近年

来， 美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结构中比重

日渐增加。 对

100

家最大公司董事会调

查表明， 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的比例平

均为

3

：

1

，

5

：

1

以上的公司数超过四

分之一。 而

A

股公司独董比例要求是

不低于三分之一， 远低于美国标准。 人

数上的劣势使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

会决议几乎都能无障碍通过。 基于此现

实， 应改变当前一刀切做法， 实行差异

化监管， 对独董比例作区别限制。 对一

些治理较差的上市公司， 比如高管受交

易所公开谴责、 被有关部门施以行政或

刑事处罚的， 应要求此类公司增加独董

人数， 可占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比例，

以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

另外， 现行 “二元制” 公司治理架

构值得从根本上加以反思。 国内的职工

监事制度基本是照搬德国的职工监事制

度而成， 但由于国情不同、 公司文化差

异、 规则有别等原因， 在德国、 日本行

之有效的监事会制度， 在国内公司治理

过程中未起到应有作用， 也需要进行重

大修正。

监事会制度南橘北枳， 水土不服，

与其生长的土壤有直接关系。 在德国模

式下， 监事会往往有凌驾于董事会之

上的权力， 对董事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德国监事会有职工参与决定这一特色，

与德国近代史上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

运动极为活跃有很深的关系， 是一种

内生的机制。 但就国内情况而言， 由

于涉及特殊的社会环境， 工人表达利

益诉求渠道一直付诸阙如， 资本为王

的社会现实让职工成为名副其实的打

工仔， 选出的监事多为政工干部和劳

动模范。 因而监事会地位不高， 名义

上与董事会平级， 实则是董事会和经

理层的附庸。 在同样实行 “二元制”

公司治理架构的日本， 公司监察人虽

不能直接罢免董事， 但其权力非常大，

有财务监督权和业务监督权、 审核公

司表册和文件权力、 对子公司的调查

权等。 国内 《公司法》 虽有关于监事

会职权的规定， 但条文过粗， 缺乏可

操作性， 监事会也就基本形同虚设。

治理结构作为一项基础制度， 决定

着整个公司的运营效率。 古贤云： “法

令滋彰而盗贼多有”， 如果顶层制度设

计松垮， 条文多而不实， 那么事后必到

处堵漏。 只有设计完善的制度， 才可避

免近年上市公司专项治理、 清理关联资

金占用这类运动式执法， 才可以真正做

到依法治理。

引爆舆论炸弹的社保新规

马建勋

从

5

月底开始， “深圳规定医保账

户断缴

3

个月个人账户就清零”、 “医

保缴费年限要延长到

25

年” 等消息，

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新浪微博用户的屏幕

上， 还没有从 “

GTR

跑车肇事案” 中

回过神的深圳市再一次成为全国网络舆

论的焦点。

出乎意料的是， 据中国上市公司舆

情中心观察， 网民质疑的重点， 逐渐从

《深圳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 （修订稿）》

中的数个具体条款， 转移到对社会保险

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批判。 而

6

月

5

日，

人社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

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消息传出后， 这一

波质疑终于达到顶峰。 一时间 “社保等

于劫贫济富” 等声音， 在微博上铺天盖

地。

一个地方法规的条文， 如何变成一

轮网络质疑的引爆点？

先看看传播最广泛的 “医保断缴

3

个月个人账户就清零” 这一条。 《修订

稿》 中本没有 “清零” 二字， 唯一与此

相关的一条是： “在医疗保险年度内累

计中断参保超过

3

个月的医疗保险， 自

重新参保之月起重新计算其连续参保年

限。” 法案中影响参保人待遇的， 则是

关于 “退休人员缴费” 的第十三条， 即

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和累计缴费年限达到

一定规定的参保人， 可以停止缴费并继

续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而 “连续参

保年限” 一词， 除了在 “中断缴费” 和

“用人单位法律责任” 这两个条款之外，

《修订稿》 中再没有出现过。

仅仅一个参保年限， 就有 “实际”、

“累计” 和 “连续” 三个定语加以限制，

让普通老百姓犯晕， 更不要说这个 “年

限” 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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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加总的， 还是指地球

公转一圈的时间。 也许， “重新计算”

似乎意味着之前的累计无效， 或者个人

账户是否 “清零” 与缴费与否原本无

关。 但显而易见的是， 含糊不清的概

念， 已经让每个深圳市民莫名其妙， 甚

至有媒体在咨询相关工作人员时， 对方

给出的答案也不清不楚。 大众难免会以

最大的警惕来揣测———“是不是社保没

钱了？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说不定

个人账户真的清零？”

立法程序的不透明、 制度设计的

复杂、 专有名词的模糊、 运营体系的

缺陷、 经济下滑的隐忧、 具体表述的

误解、 微博的口口相传、 系统性权威

解释迟迟未现， 如此一连串因素结合

在一起， 就这样， 一次地区立法的社会

意见征询， 引来了一场网络大批评、 大

反思。

我们无意逐条对深圳医保的 《修订

稿》 进行法理学的研究， 但立法者应该

明白医疗保险事关重大民生， 影响民

意， 本来就应该清楚阐释， 让每个深圳

市民和外来务工者， 都能知晓自己本应

享受的权利。 如果像深圳医保的 《修订

稿》 一样， 表述不够清晰， 又在法条中

加入十几个 “另行” 来 “便宜行事”，

面对质疑又未能系统全面针对性说明，

那么此类质疑很可能将在各地一轮又一

轮地上演。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特

约观察员）

存款利率市场化， 尺度虽小亦堪夸。

银行揽储添力度， 居民存钱比三家。

须凭服务谋佳绩， 莫靠政策吃息差。

金融做强咋实现？ 充分竞争好办法。

赵乃育

/

漫画

孙勇

/

诗

劣质商品泛滥是建设消费型经济绊脚石

陈楚

名气颇大的烟台红富士苹果， 这回

因为药袋事件， 由舌尖上的苹果变成了

“药你命” 的有毒水果， 成为近期让舆

论最为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 无独有

偶， 日前网曝浙江宁波余慈等地的梅农

对杨梅喷洒膨大剂， 只有少数几棵不

喷， 留给自己吃。 加上此前的瘦肉精事

件、 三聚氰胺事件、 毒胶囊事件， 老百

姓动不动就 “被添加”， 似乎中国的老

百姓要把化学元素周期表上各种有害无

害的元素 “吃” 个遍。 泱泱古国， 老早

就提出 “观人文以化成天下”， 如今食

品、 医药类市场产品质量事故频频， 不

由得让人感慨万端： 我们到哪里去寻找

诚信的影子呢？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要

义， 就是拉动经济的马车由投资和出口

转向国内消费， 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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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口的中国

市场， 让外国人都垂涎欲滴， 但我们自

己却频频制造假冒伪劣产品， 让人不敢

放心消费， 放心花钱。 用农药袋套住红

富士苹果， 把皮鞋制成胶囊外壳， 如此

这般， 老百姓的胃部哪能承受得起， 又

如何对这些名为食品药品， 实则毒品的

消费品提得起神呢？

在上一个经济周期中， 先富裕起来

的中国人带动了房地产、 高端白酒、 奢

侈品等高端消费品市场空前繁荣， 在中

低端消费品市场， 比如药品、 食品饮

料、 零售百货、 新科技等领域， 随着后

富起来的普通人消费能力的提升也有望

迎来行业景气度的繁荣， 这其实是中国

经济走向内需驱动的强大力量。 如果我

们吃的东西动辄是这个毒素那个毒素、

穿的是仿冒伪劣品、 住的是偷工减料的

房子、 行的是安全系数不过关的交通工

具， 生病之后吃的是毒上加毒的药品，

那么只会让人们对中低端消费品越来越

绝望。

中低端消费品在品质方面信用丧

失， 品牌就会折价， 由此给了国外商品

品牌溢价的机会。 以奶粉为例， 每年

1000

多万婴儿出生， 给中国婴幼儿奶粉

市场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预计到

2015

年， 中国婴儿配方粉的市场容量将

达到

700

亿元人民币。 然而， 国内奶粉

市场丑闻不断， 给了海外奶粉蚕食中国

奶粉市场的绝佳机遇， 相比国产奶粉价

格， 国外奶粉价格并不低， 但我们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从中国市场捞金夺银。

在高端消费品领域， 无论是漫步于

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还是穿梭于米兰蒙

特拿破仑大街， 你总能碰见几个手提各

大品牌购物袋的中国游客。 数据显示，

瑞士手表有三分之一销往中国。 据世界

奢侈品协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最新公布

的中国十年官方报告显示， 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 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

已经达到

126

亿美元 （不包括私人飞机、

游艇与豪华车）， 占据全球份额的

28%

，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家。 中国富人消费的奢侈品， 如手表、

名包、 高档红酒等大多是国外的品牌。

有数据显示， 去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境

外奢侈品消费达

72

亿美元， 是国内市场

奢侈品消费的

4

倍多。 大量中国财富流

向了国外， 也流向了海外市场高端消费

品制造商手中。 而国内市场， 内需驱动

喊了好些年， 至今仍然见效甚微。

高端消费品领域国外品牌唱主角，

中低端消费品市场则因为一个接一个的

质量问题引发诚信危机， 如果中国消费

品不能树立起中国信用， 内需提振就失

去根基。 要改变这种局面， 迫切需要监

管机构、 消费品提供商以及消费者自身

等市场各方戮力同心， 切实树立起诚信

经营意识， 只有为消费者身心健康提供

有效服务消费品， 才能在中国消费品市

场占领一席之地。 反之， 类似烟台红富

士苹果在药袋中长大这样的事件愈演愈

烈， 中国消费就会出现空心化， 建立消

费驱动型经济很可能就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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