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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污“一刀切”

是懒政思维

汪昌莲

在环保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

司长别涛回应部分地方在环境督

查时采取所有企业“一刀切”关

停的管控方式称， 环保部明确反

对部分地方平时不作为， 但检查

时“滥作为” 的行为。

因空气质量明显恶化， 被环

保部门约谈，或被督查通报，无论

是从政府危机公关、 强化整改的

角度出发， 还是从保护城市环

境、 维护公众利益的层面考量，

地方政府祭出治污措施，本无可

争议。 问题是，有些地方不进行

调查分析，便“一刀切” 式地关

停污染企业，甚至有些并无污染

的企业，仅仅因其规模小看上去

不够高大上也被遭到关停，这不

仅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

而且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所以

说，这种“一刀切” 式的管理方

式，是一种权力滥作为、胡作非

为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无

法无天的违法行为。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的污染

企业，有的是未批先建、批建不

符， 环保设施未验收或者没有

正常运行，超标或超总量排污；

有的是没有排污许可证， 还有

的是环保部门责令改正之后，

拖延消极，拒不整改，对于这些

违法排污的企业， 我们的法律

法规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问题

是，部分地方在平时疏于监管，使

违法企业长期存在污染环境，到

了环保督查检查巡查的时候，采

取简单、粗暴的方法，片面处理发

展与环保的关系。

换言之，面对污染企业上马，一

些地方长期冷漠围观， 没有给污染

企业提出善意的忠告， 更没有依法

制止， 这本身就是一种监管失责行

为。然而，一旦被上级环保部门检查

通报， 当地会毫不留情地对污染企

业一律实行关停。殊不知，关停污染

企业， 仅是环境治污的最后一道防

线。如果有关部门实行关口前移，加

强日常监管， 将企业排污行为扼杀

在萌芽状态， 就完全可以避免有污

染企业突破这道防线。可见，每一个

污染企业的横空出世， 都是有关部

门监管不力造成的恶果； 而他们关

停污染企业， 只不过是在掩饰过去

的“不作为”罢了。

可见，治污“一刀切” 是一种懒

政思维。事实上，依赖于关停污染企

业，治理城市污染，几乎是一件完全

不可能的事情。 明知不可为而强力

为之，则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结果

只能是激化社会矛盾， 而非解决实

际问题。相反，这种懒政思维玷污了

地方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要知道，

加强对本地环境污染的治理，将

PM2.5 治理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

体系，由政府主导治理工业污染、汽

车尾气，同时引导市民选择健康、科

学、 文明的生活方式， 不做 PM2.5

的“贡献者” ，才是治污正道。

行业协会违规收费

不能止于曝光

张立美

8月 21 日， 国家发改委公布了 8

家近期查处的行业协会乱收费典型案

例，共涉及收费金额 354.78 万元。 其

中， 包括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的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

评介” 活动，2015 年 ~2016 年违规收

费 67.7 万元。

中小企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

展、技术进步、扩大社会就业、维护

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一个经常被人们提起的统计数

据，我国中小企业创造了 80%以上的

城镇就业、60%以上的 GDP、50%以

上的税收。

行业协会违规收费， 无疑直接加

重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负担，影

响了企业的运营和发展， 与国家给中

小企业减负的精神相背离。近年来，广

大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行业

协会继续违规收费， 随时都有可能成

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前段时

间有媒体报道， 山东钢铁集团向 100

多家行业协会总共上缴了 500 多万元

的费用，企业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要减轻企业负担， 让企业更好地

运转、发展，毫无疑问，必须切实治理

行业协会违规收费行为。 指名道姓曝

光行业协会违规收费行为， 无疑迈出

了减负的重要一步，但不能止于曝光，

还需要公开下一步的整改以及追责、

处罚情况。

曝光对于违规收费的行业协会来

说，其实毫无实质性的伤害，起不到任

何的威慑和遏制作用。 比如，这次曝光

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的“中国建筑

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业评介” 活动，

2015~2016 年违规收费 67.7 万元， 但这

种违规行为迄今为止并没有整改， 协会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参选五十强评选活

动仍需要一定费用。

因此，遏制行业协会违规收费行为，

除了点名曝光之外，还必须惩罚行业协

会违规收费行为，提高其违规成本。 对

于存在违规收费行为的行业协会，应当

追究行业协会主要领导的责任，如果存

在私设小金库等行为，还应追究其法律

责任。 同时，督促行业协会尽快整改违

规收费行为，对于没有按期整改的行业

协会，有必要直接取缔，不能放纵这类

行业协会为所欲为。 从这个角度说，行

业协会违规收费，只要发现一起，就应

曝光一起，查处一起，绝对不能讨价还

价，更不能让违规收费的行业协会退费

了之。

从长远来说， 必须铲除行业协会违

规收费的土壤， 让行业协会失去违规收

费的蛮横权力。一方面，厘清行业协会与

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解除行业协会附

加的行政职能， 让行政职能回归行政部

门，让行业协会只承担市场和行业行为。

另一方面， 以法律形式明确行业协会的

设立标准，推进“一行多会” 建设，打破

当下行业协会的垄断格局， 增加企业的

选择权，增强企业的话语权。

金融去杠杆须立足促进实体经济活力

盘和林

去年至今，金融系统、地方政府、企

业“三重奏” ，合力演绎了一部经济去杠

杆的改革乐曲。“稳货币 + 强监管” ，金

融去杠杆成绩斐然。

从去年年底开始， 金融去杠杆成为

我国宏观调控中的高频词汇。笔者认为，

我国金融去杠杆的核心在于， 大量的金

融杠杆被用在了金融业本身或国企，而

导致金融资产增速超过实物资产增速，

即经济过度金融化， 或者说 “脱实向

虚” 。 因此，金融去杠杆须立足促进实体

经济的“生产能力” 。

金融为何要去杠杆？ 又该怎样去杠

杆？回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实物资产

与金融资产的关系来理解。

金融资产是指一切代表未来收益或

资产合法要求权的凭证， 亦称金融工具

或证券。 是指单位或个人拥有的以价值

形态存在的资产。 所谓的实物资产是指

经济生活中所创造的用于生产物品和提

供服务的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知识、

用于生产产品的机械设备和运用这些资

源必须的有技术的工人。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一个社会

的物质财富最终取决于该社会经济的生

产能力， 即社会成员创造产品和服务

的能力。 而这种生产能力是经济中的

实物资产的函数， 金融资产本质上来

说只不过是几张纸或者更为普遍的是

一些计算机录入的条目， 代表的是持

有者对实物资产所产生收入的索取

权， 它们本身不会直接增加一个经济

体的生产能力。说到底，实物资产为经

济创造净利润， 而金融资产仅仅确定

实物所产生的收入或财富在投资者之

间的分配。

当然， 这并不是说金融业就无足

轻重。 现代金融学告诉我们,金融资产

能使我们创造经济中的大部分实物资

产的过程变得更加高效, 运转良好的

金融市场，可以极大地提高资源分配

的效率，让社会资源能用在最有价值

的地方，因此，在经济发展尤其实体

经济增长中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事实上, 实物资产都有一定的风

险,例如,福特汽车投资建厂时,没有人

能够知道这些工厂可能产生多少的

未来现金流。 而金融市场交易的各种

金融工具, 可以使偏好风险的投资者

承担风险, 使厌恶风险的投资者规避

风险,如股票、债券、信贷等。 也就是

说， 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将资本分

配到最具生产性的用途中， 从而促进实

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金融体系运行不畅时,严重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金融市场无法

有效地将资金从储蓄者融通给具有生产

性投资机会的居民和企业， 特别是当市

场参与者受到有形之手的干扰， 整个市

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当， 从而金融机

构和其它主体，如企业、个人的行为方式

都可能被扭曲，严重时就会产生即“脱

实向虚” ,甚至最终引发金融危机,金融

市场运行效率的损失会导致经济活动的

急剧收缩,引发系统性风险。

从 2008 年到 2016 年， 我国的信贷

增速明显超过 GDP 增速， 金融部门贷

款余额与 GDP 之比从 95%跃升至

143%， 但 GDP 增速则从 9.7%下滑到

6.7%。 不仅如此，我国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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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DP 之比

到 2016 年也攀升至 208%， 这说明信贷

及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显著下降。

换句话来说， 我国的信贷或货币与

实体经济生产之间出现了脱节。 尤其是

2014 年以来，“银行 - 企业” 的正常信

贷关系，被“银行 - 非银” 等金融内部

循环所替代，甚至出现明显的“空转” 现

象。 2015~2016 年，这一关系还被“银行

- 房贷” 关系所替代。 在经济数据上，表

现出货币增速、 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速背

离的情况。

近年来， 我国经济还呈现出过度

金融化不良倾向， 在实体经济增长乏

力的情况下， 金融业规模不断壮大。

2008 年到 2016 年，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 由 5.7%上升至 8.3%，

不仅超过了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横向比， 这一比例比日

本、欧洲，甚至比享有世界金融强国之

称的美国还要高， 美国这一比例只有

7%。 2017 世界 500 强最赚钱企业榜新

鲜出炉，苹果卫冕冠军，“工建农中” 四

大行紧随其后。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金融业的

“繁荣”严重碾压了实体经济。 不进入实

体经济的金融资产， 自身不能直接增加

经济体的生产能力， 当实物资产所产生

的收入或财富是固定的话， 金融资产的

“繁荣” 就会形成泡沫，最终危害整个宏

观经济。

这也是金融去杠杆的根本原因。 去

杠杆是“五大任务” 之一，这要求金融业

切实杜绝类似“空转” 、金融业内部“转

杠杆”等情况。同时，不能简单以“去”字

来理解， 金融业去杠杆的核心在于将金

融资产从高杠杆的领域，甚至是“虚拟经

济”中转移到实体经济之中，要打造适应

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 真正扭转金融

“脱实向虚” 的局面， 并实现 “脱虚向

实”转变，促进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 ，

这才是金融业去杠杆的真正要义， 也是

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博

士后）

过度炒作蓝筹股同样有风险

皮海洲

8月 22 日，由证券时报、中国基

金报主办、 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 “2017 上市公司价值投资·中

国资产管理高峰论坛” 的颁奖典礼

在杭州举行。 出席颁奖典礼的上交

所副总经理徐毅林表示， 今年以来

市场推崇漂亮股当中， 大部分都是

反映出价值投资理念得到进一步重

视，成熟理性的投资风气正在形成，

蓝筹股更是价值投资的主要标的。

徐毅林还称，今年以来，上交所

在服务实体经济倡导价值投资方面

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抑制了雄安新区、 周期性商品价格

上涨等概念炒作进一步发酵， 市场

非理性追涨杀跌有所降温。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 引导投资

者进行价值投资这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 A 股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

场， 投机炒作在 A 股市场占据了主导

地位。 让市场走向成熟，价值投资是必

要的一环。 而为了引导投资者进行价

值投资，抑制各种概念股、题材股的炒

作也是必要的。 也正因如此，上交所的

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 今年以

来， 上证指数的走势也印证了上交所

的做法。

不过， 从今年以来蓝筹股的走势

看，价值投资有被误读的可能，错把价

值投资当成是“买进蓝筹股” ，以至价

值投资演变成为对蓝筹股的投机炒

作。 而实际上，这种炒作与对题材股的

炒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都是为了赚

取二级市场上的差价。

价值投资顾名思义是对价值进行

的投资， 而这种价值投资显然不限于

蓝筹股。 当上市公司表现出一定价值

的时候，那么，买进该公司的股票就都

属于价值投资的范畴， 不论这家公司

是不是蓝筹股。 进一步说， 当股价上

涨， 让这家公司失去应有的投资价值

的时候， 比如分红回报率甚至不如银

行存款利率， 那么， 即便是白马蓝筹

股， 投资者将其买进也难以称得上是

价值投资。 投资者买进这样的股票即

便能够赚钱，那也是投机炒作的结果，

与价值投资无关。

真正的价值投资者， 是逢低买进

有投资价值的股票， 然后静待股票的

价格向其价值回归。 至于那些在蓝筹

股上跑进跑出做短线赚短差者， 他们

同样不是价值投资者， 而是投机炒作

之人。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买

进蓝筹股就是价值投资， 持有这种观

点的人未免太幼稚。

也正因如此，从监管的角度来说，

不能只是限局于抑制雄安新区、 周期

性商品价格上涨等概念炒作进一步发

酵， 对打着蓝筹股招牌行过度投机炒

作之实的应加以抑制， 毕竟蓝筹股一

旦过度炒作，同样会危害市场健康。 蓝

筹股的股价一定超出正常的范围，也

将成为大盘不稳定的原因。 不论是

2007 年的 “后 530 行情” ， 还是 2015

年的疯牛行情，教训都是惨痛的。

蓝筹股的过度炒作妨碍安全型资

金进入股票市场。 大盘蓝筹股是机构

投资者入市的首选， 但蓝筹股被大幅

炒高之后，蓝筹股本身也充满了风险。

这样一来， 安全型资金入市就会受到

限制。 实际上，今年二季度入市的养老

金，将目光转向了中小创，很可能就有

蓝筹股股价已被大幅炒高的缘故，所

以， 过度炒作蓝筹股也不是一个好的

现象，并不符合价值投资的理念。

此外， 蓝筹股的炒作可能更容易

伤害投资者， 买进蓝筹股被认为是价

值投资，容易吸引人重仓买进，而套牢

后也不会轻易割肉出局， 结果这种套

牢就成了“百年套” 。 如中石油 A 股，

套牢在 48 元上方的投资者只能长期

站在高高的山岗上。

理性消费

应成大学新生的必修课

郑文

从上世纪 80 年代背着水壶

脸盆去学校报到，到如今手机、笔

记本电脑、iPad 成大学新生标配，

几十年间，中国大学生的“入学

装备” 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物质条件提升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与变迁， 但如今大学校园内越发

明显的攀比风气也同样引发人们

思考。

现如今， 大学新生入学新三

件（手机、笔记本电脑、iPad），消

费以万元作为起步价， 无疑带给

不少家庭一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俨然这新三件是个必需品， 没有

则显得低人一等， 攀比之风在大

学校园里愈演愈烈。 赶上物质时

代的大学生们， 这种庸俗的消费

观也侵蚀着正在成长的精神空

间， 因而理性消费学成为大学新

生的必修课则显得尤其迫切与必

要了。

2013 年，浙江大学在录取通

知书中提醒大学新生月消费标

准， 尽管有点低， 但对家长是提

醒，对大学新生是教育，这种善意

的提醒是必要的， 只可惜现如今

这种提醒没有了。 现下的大学校

园， 消费欲过度泛滥， 甚至成为

“网贷” 诈骗的新灾区，应该有必

要引导大学新生理性消费。

消费观念的任性就容易掉入

庸俗的渊薮， 显然无益于大学生

成长成人。 在日常消费上保持几

份理性，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

习和能力上， 这种平衡才能有效

地架构起每个人的大学时光，也

不会留下毕业的遗憾。

大学生在校的月消费开支，

构成了其生活的重要部分。 相对

一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

生，家长出手大方，对孩子在大学

的消费开支没有设置上限，导致这

些大学生养成花钱无度和奢侈攀

比的心理，从来不体会到父母挣钱

养家的艰辛。

也许有人要说， 消费太理性，

生活没有味。 在这里，财富巨子霍

英东先生的教育观就值得我们来

思考。 霍英东先生的孩子在美国

留学时， 他没有像别的富翁那样

为孩子买轿车， 而只是买了辆自

行车， 他说不能让孩子过早地拥

有优越感。 让孩子在社会上得到

锻炼， 才使霍英东的孩子后来都

能够有所作为。 因而，理性消费应

是大学新生的必修课， 并不为过，

而且要让这理性消费成为一种重

要品质。

让大学新生理性消费，家长责

无旁。 家长应当转变家庭教育理

念，与孩子积极沟通交流，帮助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从而顺利度过

大学生涯。 曾经，媒体报道了一位

叫王文韬的大学生，新生入学时与

父亲签订一份“借款协议” ，即他

向父亲“借款” 来完成大学学业，

以此来约束自己乱花钱。 在西方的

一些家庭教育中，孩子一旦年满十

八岁，父母一般就把他们“赶” 出

家门，让其自食其力。因此，为了孩

子的健康成长，家长们应多点市场

经济和理财观念，严格控制孩子在

大学的消费，其实这种“无情” 胜

似有情，有利于孩子养成节俭的品

德，让其终生受益，这才是正确的

教育之道。

让大学新生理性消费，科学管

理和持之以恒的引导起着关键作

用，从管理制度、课程设计等各个

方面以及消费大讨论、光盘行动等

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理财与消费

的教育，努力培养学生理性消费的

行为与习惯，真正为学生的健康成

长尽责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