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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主办

为微信不收费叫好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工信部发言人日前表示， 微信是

否收费由经营者依据市场情况自主决

定，政府部门不干预，并鼓励互联网企

业创新发展。

工信部的最新表态， 对于该部部

长苗圩之前表示的“运营商向微信收

费的要求有一定合理性， 工信部正在

协调此事” 而言，来了个“急转弯” 。

尽管最新表态对于微信是否收费并非

一锤定音， 但已被民众视为舆论的凯

旋， 说明管理层在主流民意向微信收

费说“不”的压力下，不得已回归其本

位———对企业创新的尊重以及在市场

竞争中保持中立。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 政府应尽量

不干涉企业的市场行为（包括定价），

以使企业彼此充分竞争， 产品和服务

百花齐放， 让消费者能享受到最实惠

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 改革开放以

来，除了电信、能源等领域仍被国有资本

垄断外， 大部分民生领域已实现自由竞

争， 许多民营企业也正是凭借业务创新

迅速崛起。

正因为如此， 工信部今年 3 月暗示

支持运营商对微信收费， 自然惹来民众

不满： 收不收费是三大电信运营商与腾

讯之间的矛盾，应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

政府不应该动用行政力量将收费提上议

程。同时，因为矛盾双方国企和民企的身

份鲜明，工信部此举还有偏袒国企之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品的价格、

质量是影响用户选择的关键因素。 微

信凭借其免费战略迅速积累了逾 3 亿

用户， 虽然影响到电信运营商的利益，

但却节省了用户的通讯支出， 并通过

“微信朋友圈” 等创新增值服务满足了

用户在即时通讯之外的社交需求。 此次

工信部表态不干预，等于是给了依仗垄

断地位一直不肯让利于民的三大运营

商一次警告，促使他们不得不重视用户

的诉求。

实际上， 微信收费之争只是互联网

创新企业和传统行业矛盾的一小部分，

零售领域有淘宝和京东与传统零售商家

的竞争，金融领域有网贷、第三方支付企

业与商业银行的竞争等。 传统企业方面

一直幻想能借政府之力独占市场， 好在

政府部门一直坚持“不干涉” 的中立姿

态，才造就了当前各行各业“百花齐放”

的市场经济新气象， 这次工信部也算是

没让民众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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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严守风险底线 防控三类风险

严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向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银监会昨日发布的

2012

年年

报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底线是今年银行业监管工作的首要任

务，要特别注意防控三类风险：一是严

防信用违约风险， 二是严控表外业务

关联风险，三是严管外部风险传染。

银监会要求，对平台贷款风险，继

续执行“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

待、逐步化解”政策，控制总量，优化结

构， 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和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合理融

资需求。

对房地产贷款风险， 要认真执行

房地产调控政策， 落实差别化房贷要

求，加强名单制管理和压力测试；对企

业集团风险，要加强监测，分门别类采

取措施进行防范； 对产能过剩行业风

险，要坚持有保有压，确保风险可控。

在表外风险防控方面， 银监会强

调应严格监管理财产品设计、 销售和

资金投向，严禁未经授权销售产品，严

禁销售私募股权基金产品， 严禁误导

消费者购买上述产品， 对固定收益和

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实行分账经营、分

类管理。

银监会指出， 今年需要重点防范

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等外部风险向银

行体系传染渗透。 禁止银行业金融机

构及员工参与民间融资， 禁止银行客

户转借贷款资金。

年报数据显示，

2012

年， 我国商

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有所反弹， 但资

产质量总体稳定、 风险可控。 截至

2012

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4929

亿元，比年初增加

647

亿元，不良

贷款率为

0.95%

，与年初基本持平。 不良

贷款增加集中在部分地区和行业， 没有

出现全国大范围反弹。

银监会表示，总体来看，不良贷款风

险可控。一方面，不良贷款总量有限且上

升较为缓慢。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

左

右， 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处在较低

水平。另一方面，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较

强。银监会将持续实施逆周期监管，确保

银行业有充足的资本和准备金缓冲，以

应对可能发生的信贷损失。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395 元和 400 元，测算到零售价格 90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 0.29 元

和 0.34元，调价执行时间为 4月 24日 24时。 这是国内成品油定价新机制运行后第一次调价。 （魏书光） 宋春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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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高端白酒经销商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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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

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

７１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

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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