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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推七大改革 将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

湖南镉大米事件升温，食

品安全屡遭拷问。 食品安全暗

藏危机，如何做到健康饮食？在

“暴利” 与“良心” 中挣扎，有

机农业真假难辨。 在近期的

《新财富夜谈》节目中，财经评

论员叶檀，邀请分享收获 CSA

项目创始人石嫣、 中科院植物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北

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

长李志起， 共同探讨如何从源

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从“谷贱伤农”

到农产品安全

叶檀： 最近我听说有镉大

米，吓了一跳，连吃大米都会重

金属中毒，这还得了吗？

蒋高明： 镉米事件究其原

因， 一个是工业化速度太快，以

前工厂都在城市，现在好多都迁

移到偏远的农村。另外是生产方

式发生了变化。 以前农民勤快，

自己除草施肥，现在除草都用除

草剂，肥料都是化肥，其实很多

重金属就是通过化肥添加进去

的。 养殖又是快速养殖，45天让

鸡长大，4个月让猪长大， 重金

属就从饲料里添加进去了。

另据媒体报道， 山东潍坊

地区部分姜农使用神农丹种

姜，其主要成分是一种叫“涕

灭威” 的剧毒农药，50 毫克就

可致一个 50 公斤重的人死亡。

由此， 一场由农药使用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又一次进入公众

的视线。 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

国泰指出， 我国农药需求量在

世界范围内排第一， 然而施用

只有 35%，65%都是作为污染

物排入环境中， 而所有的污染

物最终都归到土壤中。

叶檀： 现在最大的问题到

底在什么地方？

蒋高明： 最大的问题就是

“谷贱伤农” ， 粮食太便宜，包

括蔬菜。 一块钱一斤粮食没有

任何道理。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

粮食是两毛钱一斤， 两毛钱到

现在变成一块钱，才 5 倍。可是

我们的工资， 从那时候到现在

已经涨了 200 倍， 它应该卖到

多少钱呢？至少得翻 200 倍，应

该 40 块钱了，但是现在只卖到

一块钱，农民哪有心思生产？

石嫣：“谷贱伤农” 肯定是

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还

有我认为农民种植的时候，他

们是无意识的。 比如说他并不

知道这些污水可能是有危害

的，或者说，他用这些种子化肥

和除草剂的时候， 不知道这些

药品对他自身的伤害有多大。

饮食健康，

怎么吃才安全？

李志起： 我们现在经常在

行业里面讲， 有一种问题可能

还会爆发，就是我们的食用油。

很多油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品质

怎么样，尤其是调和油。我经常

跟我的朋友讲，千万不要用调

和油， 宁愿选贵一点的油，或

者纯粹的茶籽油、大豆油。 什

么叫调和油？ 这个在中国现在

是没有标准的。 用什么调的，

用什么勾兑的， 你也不知道。

牛奶就出问题了，我预测食用

油很有可能下一步也会出现类

似的问题。

石嫣： 我个人坚持的饮食

原则是要吃当季的，就是“吃

在当季” 和“吃在当地” 这两

个原则。 从我们这个农业生产

的经验来看，越是当季的产品，

它的病虫害的风险就越小。 比

如说现在就是吃叶类菜的时

节，特别是在北方。那到 5 月份

到 8 月份或者 9 月份， 这个期

间是以瓜果类的蔬菜为主，像

西红柿、 黄瓜是在这个季节大

量生产。然后到冬天，北方就是

以冬储类的蔬菜为主， 像大白

菜和萝卜。 这些菜在那个季节

生产，本身的虫害就会比较少。

但是如果我们在夏天， 非得要

生产叶类菜的话， 它的虫害就

会比较多， 这样可能施用农药

的风险也会比较大。

蒋高明： 我跟石博士的意

见也差不多，也就是当地当季，

或者近距离运输的蔬菜相对安

全一些，不要追那些时髦。你比

如说你非要吃国外的， 那长途

运输必须要保鲜， 那它必须得

有一些化学用品用上， 这就是

一个问题。 另外我感觉就是尽

量不要吃那种工厂化速生的肉

类产品。

有认证标签就是

“有机食品” 吗？

有机菜虽然健康， 却仍旧

“曲高和寡” 。一把小菜的价格

比肉还贵，老百姓愿意买单吗？

记者粗略统计的一组蔬菜价

格： 上海菜市场售价 1 至 5 元

一斤，CSA 农场售价 10 至 15

元一斤，超市有机蔬菜售价 20

至 30 元一斤。有机农产品的价

格是普通产品的 5 至 10 倍，因

为价格昂贵， 所以有机食品推

广和流行起来很难。不过，随着

中产阶层的壮大， 加上健康饮

食观念的普及， 有机产品的消

费群体已经形成。 而在国外超

市， 有机食品的价格只比普通

食品高出 30%至 40%， 并不是

大众难以消费的产品。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我国

的有机农业生产面积已经达到

200 万公顷，位居世界第三。 在

我国， 真正的有机蔬菜有属于

自己的“身份证” ，即包装上要

有“有机认证标签” 。 据介绍，

有机产品的认证由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全国

获得批准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

有 23 家。 但业内人士透露，这

种有机认证标签非常容易复

制，自己都可以印刷，网上也能

买到。 甚至认证机构本身也存

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叶檀： 你们农场每年都要

认证机构来认证吗？ 认证一年

要多少钱？

石嫣： 开始是四五万块钱，

去年有一个新的有机认证国标。

它要求所有在场的产品都要进

行一次认证。我们一年蔬菜品种

有 40到 50种，认证下来一年的

费用，可能要到 15万左右。

李志起： 在北京曾经一夜

之间， 每个社区都出现了有机

食品超市。 但是后来仔细去了

解，它真的都是有机的吗？我们

发现 80%都不是有机的。 这样

的一个现状让很多消费者也怀

疑， 那么多有机食品是不是挂

羊头卖狗肉？ 你是不是在追求

里面的暴利？ 就是说认证制度

如果不改革， 有机农业是没有

希望的。 因为现在发证的机构

比较泛滥比较多。 而且很多时

候他们的监管手段监管能力是

缺失的。如果真正要做到位，监

管费用又很高， 很多企业认为

是一个不能承受的压力。 所以

整个认证体系完全用商业化手

段去设计， 只会存在一个重大

的缺陷， 可能让消费者对这个

认证制度失望， 从而从根本上

打击和动摇了对有机食品的信

心，这是个大问题。

蒋高明： 认证的人坐飞机

来。你得给他掏飞机票，来了之

后他就坐那填一大堆表， 也不

到地里去采样。对农民来讲，认

证有机食品产业搞不好是绊脚

石，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误导，

误以为有个圈就放心了， 其实

它还是假的。 我认为下一步国

家要把认证做成免费的， 中央

拿这点钱不难。 既然政府掏钱

就该毫不客气从严管理， 这样

公信力就强了。

（文字整理：陈娇君）

不要让假冒伪劣毁了丝绸文化

吴蕴

桑蚕丝被，江南人家自古必备。最上

等的桑蚕丝被多选材双宫茧， 其次选用

不能满足缫丝要求的鼠口茧、蛾口茧、黄

斑茧和柴印茧。 这都是合格的蚕丝被原

料。 近 10 年来全国兴起桑蚕丝消费热

潮，2012 年销售约 1500 万条，每年增长

超过 100 万条， 随之而来的假冒伪劣问

题杜之不绝。

2009 年国家出台了《蚕丝被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 （GB/T�

24252-2009），明文规定了“蚕丝含量

100％的称为纯蚕丝被， 蚕丝含量达到

50％及以上的为混合蚕丝被， 含量达不

到 50％的不能称为蚕丝被” 。 2010 年在

央视财经频道 《你家的蚕丝被是蚕丝

吗》节目中，中国丝绸协会常务理事、国

家茧丝绸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中国丝绸

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运用桑蚕茧年产

量和蚕丝被年销售量的数量差， 推算出

市场上的蚕丝被 50%以上不可靠。 桑蚕

丝市场掀起了全国性打假风暴。

就在上周， 北京市消协公布了对 40

个蚕丝被样本的比较试验结果，近半样品

质量指标不符合国家标准。 号称 100%的

蚕丝被只在被子开口处有少量蚕丝，有的

甚至一根蚕丝也没有，假冒伪劣蚕丝被再

度成为媒体热点。为什么蚕丝被市场屡打

屡假，而假冒伪劣仍屡禁不止呢？

加工蚕丝被的行业准入门槛低，加

剧了市场价格竞争。 众多家庭作坊式的

小微企业以超低价抢占市场， 虚标蚕丝

含量谋利。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下，

货真价实的蚕丝被反而难以立足。 桑蚕

丝原料是蚕丝被的核心成本， 按照浙江

地区鲜茧每斤 21 元的收购价，烘折出丝

率存在约 8:1 的系数， 即每斤桑蚕丝的

原料成本在 168 元左右， 标价远低于原料

成本的蚕丝被岂能是真品？ 相关部门对市

场秩序监管不力， 纵容了企业造假不当谋

利；造假遭查后受罚轻微，无异于鼓励曝光

企业继续作假。

桑蚕丝被造假方式层出不穷。 用聚酯

棉等非蚕丝纤维以假乱真、 用蛹衬棉和旧

丝绵翻新以次充好、 用柞蚕丝冒充桑蚕丝

谋取差价、 充加滑石粉或者以棉套算入净

重来短斤缺两……除非拥有足够的行业经

验或检测设备，否则良莠难辨。真假蚕丝被

大战中，怎么才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靠消费者用燃烧法、溶解法、显微镜等工具

来检测真假蚕丝被，是不切实际的。

消费者宜理性选择， 注重商品的性价

比，用好品牌符号，借助名企名牌做出专业

判断。 一些品牌桑蚕丝被在打假风暴中热

销，就是这个缘故。

最关键的， 还是要建立诚信的市场规

范。企业要自律，凌兰芳曾呼吁建立丝绸家

纺品牌商诚信联盟，加强行业自律，通过建

立诚信公益基金加大赔付力度。 政府要加

强市场规范和监管。合理规划产业政策，均

衡经济效应、 社会效应和国际竞争力等综

合因素，理顺历史遗留的工农业剪刀差，解

决农业与工业的抵扣增值税差问题。 甚至

借鉴法国经验， 将丝绸产业列入文化遗产

保护行业， 不仅免税而且扶持资助主动转

型升级的传统丝绸企业。 同时，严刑峻法、

整顿市场秩序，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对发

现假冒伪劣的商家严责重罚。

如果造假成本高， 曝光会带来倾家荡

产乃至家破人亡的风险， 合法经营便能有

合理的行业利润， 也就能从根源上扭转各

行业都在打假，可假货却越来越多的局面。

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提振幸福

感，实现“消费的中国梦” 。

（作者单位：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房产税是应对非均衡式城镇化的利器

任寿根

日前，国务院批准发展改革委《关

于 2013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内容涵盖

行政、财税、金融等七大改革重点。 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将扩大个人住

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笔者认为，推动

房产税改革， 不仅可以筹集足额的税款

建设保障房，还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而且是应对中国城镇化“非均衡” 性的

对策。

中国城镇化

必然“非均衡”

所谓非均衡式城镇化是指这样一种

现象， 在一个国家各个城市发展水平存

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不会均匀地、

以相同规模流向各个城市， 而是会不均

衡地流向各个城市， 多数会流向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因为这类城市就业

机会、发展机会较多，同时其公共商品和

劳务供给水平较高，而且，一国各个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这种非均衡的

程度就越厉害。

中国人口众多， 尤其是农村人口总

量大，区域与城市发展不平衡，一线城

市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这样，在相当一段长的时期内，中国城

镇化的特征必然是“非均衡” 的。 有人

会说，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规划引导农村

人口相对均衡地流向各个城市，这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 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 决定农村人口流向的主要是

就业机会、发展机会，而不是政府规划，

政府规划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 按照城

市发展“滚雪球”规律，一个城市人口越

多，消费需求就越旺盛，赚钱和就业机会

也就越大，流入的人口会越来越多；而流

入的人口越多，消费需求又更加旺盛，其

结果是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更多， 如此

反复。 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历史基本都

存在“滚雪球” 规律，中国也不例外。 从

目前城镇化进程看，“滚雪球”规律同样

起到支配作用，这就是北京、上海、深圳

等城市进入人口越来越多的原因。

中国非均衡城镇化必然带来两种结

果，一是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增加住房消

费性需求； 二是流入城市的人口会非均

衡地进入东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住房供给压力会

越来越大。 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历史中

也可以看到这两个事实。 政府应对此有

超前认识， 尽快采取措施推动房产税改

革应对非均衡式城镇化。

推动房产税改革

是紧迫性任务

尽管关于中国楼市是否存在泡沫，

关于房产税改革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是

否有效仍然存在争议和分歧， 但推动实质

性房产税改革是当前紧迫性任务， 尤其是

一线城市应加快实质性房产税改革步伐,

因为推动房产税实质性改革至少可以增加

地方政府财力， 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性住房。 有观

点指出房产税调整的违法性问题。其实，按

照现行法律管理体制， 国务院颁布的条例

均具有法律刚性。同理，按现行税收管理体

制和相关法律，国务院有权制定涉税条例，

且涉税条例与经过人大通过的涉税法律同

样具有法律刚性。 中国现行税种征收的法

律依据大多数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条例，中

国的核心税种增值税目前也是依据国务院

颁布的条例执行的。 在税收管理体制和法

律制定权不进行基本调整的情况下， 国务

院有权制定和修改房产税条例。此外，对房

产税作用的认识，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其在

调控楼市中的作用， 还应看到它在缓解居

民收入差距和提供社会保障房建设资金来

源改善民生的作用。

城镇化水平非均衡式提高， 一线城市

住房消费性需求会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多

数进入一线城市的农民家庭无力在市场上

购房， 这就需要政府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性

供给水平。 有观点认为政府搞社会保障性

住房不妥，我要说的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

定水平的现代国家， 均为中低收入者提供

社会保障性住房，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

家不用说，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早就实行

“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社

会性保障住房。

房产税能

为增加保障房提供财源

现在的问题在于， 在城镇化水平、住

房消费性需求大幅提高的情况下， 一线城

市大规模供给社会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压力

会越来越大， 大规模提供社会性住房的政

府资金来自哪里？毫无疑问，房产税能为政

府大规模供给社会保障性住房提供足够的

财源， 且房产税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用于

社会保障房建设中。

如果采取稳健性途径推动房产税实质

性改革， 政府可以长期获取稳定收入来源

供给社会保障住房。当然，推动房产税实质

性改革，房地产市场会受到一定影响，经济

总量和就业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大规模建

设社会保障性住房同样可以吸纳大量劳动

力，同样增加经济总量、拉动与房地产业相

关产业的发展。

现有楼市调控措施带有明显的 “管

制” 、“行政” 色彩，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

规律。 限购令、限贷令属于行政手段，属于

计划经济手段。 现在中国香港和台湾都主

要依靠税收手段调控楼市， 如香港通过

加征印花税调控楼市，台湾也通过差别化

税制调控楼市。

房产税能够增加投机者囤房成本，

在房产税实行累进税率且税负达到一定

水平的情况下， 房产税能有效抑制楼市

投机行为。 未来中国内地楼市调控手段

应由直接干预转为间接调控，应转向真

正的间接影响，即推动房产税改革，且可

以参照中国台湾的做法， 实行差别化税

制， 对房价涨得厉害的一线城市先推行

房产税改革，且依据房价涨跌情况调整

税率。

转变职能须防止一“放”就乱

皮海洲

转变证监会的职能， 这是最近几

年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证监会

主席肖钢日前表示“对不该管的事情

要坚决地放， 对该管的事情要坚决管

好” ， 这是近年来证监会高层就这个

问题作出的最明确的表态。 这也是顺

应中国股市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正确

决定。

对不该管的事情要坚决地放，这

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但 “如何

放” 这却是市场非常关心的问题，也

是管理层需要处理好的细节问题。 正

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如果“如何

放” 的问题不解决好，中国股市难免

会一“放” 就乱，这对于中国股市的

稳步发展、 健康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实际上，从肖钢主席所强调的“要坚

决地放、逐步地放、放到位；法律允许

放的，抓紧放，法规还不允许放的，修

订法规条例后逐步地放” 来看，肖钢

主席本人是意识到了“如何放” 问题

的重要性的。

那么，“如何放” 的问题如何解

决？ 如何避免“一‘放’ 就乱” ？ 这就

需要做好证监会职能转变的配套工

作。 为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

解决的。

一是对相关制度要进行完善。 如

果制度本身就存在很大的漏洞与问

题，那么，相对应的一些事情“坚决

地放” 的结果自然就是 “天下大

乱” 。 如再融资的审批权下放交易所的

事情， 这是之前谈得比较多的一件事

情。 但在目前再融资已成 A 股市场“第

一圈钱利器” 的情况下，将再融资审批

权下放的结果，难免形成上市公司“抢

钱大赛” 。 所以必须先行完善再融资制

度，让再融资制度与“圈钱” 告别，尤其

是要引入优先股制度，让再融资以优先

股为主，使再融资告别“不圈白不圈”

时代，让上市公司为自己的再融资付出

成本。

二是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 为中国

股市的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最近几

年中国股市的快速发展，以《证券法》为

代表的一批法律法规已明显不适合资本

市场发展的需要， 甚至已束缚到了中国

股市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中国股市的

发展大业，尽快修改《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很有必要。如“IPO 不审行不行”的问

题，如果法律制度健全的话，将 IPO 审

批权限下放是没有问题的。 但由于目前

的法律不能严惩欺诈上市者， 不能让欺

诈上市者直接退市并赔偿投资者损失，

那么 IPO 审批权下放的结果只能是发

行人的质量进一步下降， 投资者的利益

受到进一步的损害。

所以，要解决“如何放” 的问题，避

免“一‘放’ 就乱” 现象的出现，管理层

在对不该管的事情要“坚决地放” 之前，

务必要做好相关制度的完善工作， 并尽

快对《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加以修改完

善， 这是证监会有效实现职能转变的前

提条件。

改革发力房产税，试点城市将扩围。

方针又打民生牌，实践莫成故事会。

楼市泡沫藏隐患，土地财政是症结。

征税并非万能药，市场改革要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