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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民主和精细化制度

落实“促进竞争33条”

本报评论员

国务院日前公布 《关于促进市场

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

见》，把在上海自贸区内实施的负面清

单制度扩展到全国范围内的各类市场

主体，并以国务院文件形式明确了“法

无禁止市场主体皆可为， 法未授权政

府不能为”的原则，这是有史以来对市

场与政府关系最正式、最细致、最清晰

的论述。

现代市场体系是中国市场经济的

四大支柱之一。如果市场分割、准入限

制重重、垄断横行局面不彻底改变，市

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 新一届政府以

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把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 监管有力的市场体系作为

改革重要目标，这份被称为“促进竞争

33

条”的顶层设计文件即是其具体成

果之一。

但是，要将文件精神落实，解决长

期以来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 垄断和

妨碍竞争行为泛滥的局面， 仅靠一份

文件是不够的， 由指定的政府机构去

落实每一项具体政策也不一定能取得

良好效果，它需要的是全面的、更加彻

底的精细化制度设计。

以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为

例，《意见》 提出推行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和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放开。

事实上这方面我们已经尝试多年，尽

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争， 增强了

市场活力，但总体来看问题很多，并且

越往后阻力越大， 各种垄断和准入限

制就像玻璃门一样，看似不存在，一走

上前就会碰头。要解决这些问题，靠一

份或几份粗线条的文件难以解决根本

问题，反垄断、促竞争政策要避免流于

形式， 就必须彻底更新相关的体制框

架，更加注重制度的精细化。

一是充分发挥法律在促进竞争中的

作用，及时修改保护垄断、妨碍竞争的法

律内容。 长期以来，邮政、电力、电信、有

线电视等自然垄断行业都被认为应该由

一家企业 （甚至由一家国有企业） 来经

营，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经营模式的革新，

其部分业务或大部分业务放开竞争已经

具备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准入就

成为必然。 例如，电力行业的发电业务、

邮政行业的快递业务、 电信行业骨干网

之外的业务应该引入竞争并且确实也引

入了一些竞争，但受旧体制牵扯，竞争尚

不充分，并且时常出现阻碍竞争的行为。

这种情况与相应法律法规的滞后有一定

关系。 例如，电力法、邮政法、铁路法、航

空法等法律制定时间普遍较早，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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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产物，它们保护垄断的色彩

多于促进竞争的色彩。 因此有必要对这

类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与《意见》精

神不符合的内容要进行全面修改， 这样

才能防止既得利益集团以过时法律作为

挡箭牌，阻碍竞争。

发达国家在管制垄断行业方面的经

验是依法管制，这点应该加以借鉴，应该

制定专门的行业法规，如《促进电信竞争

法》、《电力改革法》等等，以确保对垄断

的管制和促进竞争完全纳入法治化轨

道。否则，《意见》中提到的开放准入问题

很容易陷入扯皮状态， 垄断行业也很容

易侵犯消费者权益。

二是更新市场监管架构，高度警惕政

企不分、监管俘获问题。自然垄断企业大多

由政企合一的各种 “局”（如电力局、 邮政

局、铁路局、民航局等）演化而来，虽然政企

脱钩，但企业与主管或监管机构之间仍然

骨肉相连，政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然也

曾对电信等企业采取过法律行动，但大多

数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下转 A2版）

开征环境税迫近 初期费改税是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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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支持保险机构投资养老业

鼓励险资支持股市债市长期稳定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9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 决定免征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围绕推进简政放权，通

过相关法律修正案草案和行政法规修

改决定。

会议强调，要以改革为动力，突出

重点、协调联动，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

务业。

一是促进保险与保障紧密衔接，

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

支柱。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商业养

老健康保障计划。 支持符合资质的保

险机构投资养老产业、 参与健康服务

业整合，鼓励开发多样化的医疗、疾病

保险等产品。

二是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

助体系。 逐步建立财政支持下以商业

保险为平台、 多层次风险分担为保障

的巨灾保险制度。 积极发展财产、工

程、意外伤害等保险。

三是通过保险推进产业升级。 创

新保险支农惠农方式， 支持保险机构

提供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

“三农”保险产品。 鼓励保险资金采取

多种方式，支持新型城镇化、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支持股票、

债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完善科技保

险体系， 发展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和个

人消费贷款保证保险。 大力发展出口

信用、境外投资等保险。

四是运用保险机制创新公共服

务。 积极探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开展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 以与公众利益密

切相关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

任等为重点，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鼓励发展治安保险等新兴业务。

五是深化保险业改革开放。 加快

建设现代保险企业制度， 推进保险市

场准入退出机制改革。 引入国外保险

先进经验和技术， 努力扩大保险服务出

口，提高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发展

再保险和中介市场。 加强信用信息等基

础建设。 强化监管，规范经营。 提升全社

会保险意识。用优质、丰富的保险产品和

服务，助推经济发展，助力民生改善。

某券商保险业研究员对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预计八九月左右将出台保险“国

十条”，连续组合拳持续释放改革动力。对

险企而言，核心是让合规优质的保险公司

参与社会保障管理：一是支持有条件的企

业建立商业养老健康保障计划；二是参与

健康服务业整合；三是积极探索推进商业

保险机构开展社会保险经办服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并发表致辞。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要审时度势，登高

望远，相互尊重，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书面致辞中表示，美方欢迎一个稳定、和平、

繁荣的中国，应该利用本轮对话和磋商证明，美中双方决心让合作成为美中关系的主旋律。据悉，经济对话将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和结构改革，二是深化贸

易和投资合作，三是金融业改革开放与跨境监管。 新华社/图文

习近平：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6月物价同比涨2.3%

下半年通胀压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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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午后跳水

期指空头大举增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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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购置税9月1日起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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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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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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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００７

深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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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３１３１．４８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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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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