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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44 城加入限售名单 楼市从
“
事后管控”转向
“
预期管控”
B9

看 20 年后大国首都

巨头酣战云市场 低价竞争轮番上演

图说金融

A2 打击国际逃税
已成反洗钱重要支点

A5 贾康：以财税改革破题深化改革

C1

本期热词

理财投向半年报解读：
资金进一步流向实体经济

严查个贷

B1

同时也应防止居民杠杆的过快上升， 美国次贷危机很重要的教训， 就是金融机

上半年理财资金配置占比

构对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过度发放贷款，中国要防范这种倾向，不能助长泡沫。

多地严查个人贷款进楼市 —B1
——

B2 中小银行价值回归：

债券
在理财资金投资的资产中
占比最高

其他

26.40%

强监管＋解禁潮来袭

债券

42.51%

中汇支付续展或添不利因素

其中老年人受骗比例比其他人群更高，为 7.9%，如此计算，约为 248 亿元。这无疑将一个十
分严峻的现实摆在了监管者和全社会的面前。

国债、 地方政府债、

+

B7 被银联通报

骗局高发
金额或超 200 亿元：养老理财投资骗局高发——
—A6

央票、政府支持机构

现金及银行存款

债券和政策性金融

14.95%

债占比

改革一汽

7.71%

+

C3 苹果携手联通推虚拟 SIM 卡

只身履职的徐留平除了就职仪式般的表态，也在整个一汽集团掀起一股疾风骤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商业性金融债、企业债券、公司债

16.14%

券、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

雨式的改革。“只有像徐留平这样想要做事的人， 才有可能真正改变一汽， 振兴红
旗。 ”一汽集团一位中层管理者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证券、 外国债券和其他债券占比

红旗再谋复兴 徐留平大刀阔斧改革一汽——
—C9

34.80%

移动电信谨慎观望

C6 锂电“腹背受敌”
企业利润集体缩水

中国海军：晚清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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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剑南春“心病”：
重返一线还有多远

社评

实现经济平稳转型更需充分发扬企业家精神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
作用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该
《意见》是近年来中央下发的第一份
明确企业家地位和价值的文件。 针
对民营企业家关心的政商关系、产
权、公平竞争、资源分配、舆论导向等
核心问题， 国有企业家关心的创新

径无非是让主导经济发展的引擎从
过度依赖增加有形要素资源投入向
以集约创新、 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
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动力转
变。创新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的主力
军是企业，而引领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的主力军则是企业家。在市场这个无
形的手的指引下，企业家往往能敏锐
地捕捉市场机会，通过企业的发展让

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当然，以《意见》为统领充分肯
定企业家精神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
一步， 未来仍有诸多挑战，《意见》中
也明确提出了未来充分发挥企业家
精神的具体举措。除了将这些举措有
效落实外，仍有一些涉及经济体制机
制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只有如
此才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在市场中

融产品企业家的资产短期内可以实
现快速放大，而对于那些踏实做实业
而不把心思放在加杠杆投机上的企
业家而言则实属无奈。因而未来经济
发展必须摒弃短期货币放水稳定经
济的做法，即使短期存在阵痛也必须
坚持结构调整，加大力度抑制资产泡
沫。 否则，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会都用
在资产投机上，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精神，不断与时俱进、持包容审慎的
态度看待各种创新，不能沿用“老办
法”管制
“
新业态”。
再次仍需要下大力气给实体经
济减负。企业家作用的更好发挥离不
开企业的创新发展，而过高的税负会
极大地影响企业在创新领域的投入。
今年以来，国家在给实体经济减负方
面已经下了大力气，李克强总理曾明

步下降。
最后， 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还
需大力拓宽垄断领域开放力度并加
强混改力度。随着我国工业发展进入
后工业化领域，服务业存在较大的发
展空间，有效推进服务业发展不仅可
以吸纳工业流出的劳动力，更能有效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但当前我国诸如
医疗、教育等服务业仍存在社会资本

容错等问题，《意见》均给出了明确的
答案， 可以说是给在市场上勇于奋
斗、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企业家吃
了一粒定心丸。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从高速
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重要转型周
期，GDP 从加入 WTO 至 2008 年的
平均保持在 10%以上向如今的 6%
~7%过渡，与其他曾处于该阶段的发

市场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生产出适应
市场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这往往是政
府这只有形的手所不能及的。
纵观近年来成功实现创新并主
导行业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无论是
国外的苹果、亚马逊、脸书，还是国内
的阿里巴巴、腾讯、微博和京东，都与
企业的掌舵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旦掌舵人更迭不畅，企业的再创新

有效配置资源能力。
首先就是需要捋顺短期与中长
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各
项红利衰退所引致的经济下行，曾有
一段时间，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加大基
建投资与松绑房地产的逆周期调控
政策，虽然短期达到了稳定经济的效
果，但由于经济依旧走在依赖有形要
素投入的老路，企业家精神无法得到

也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需要对企业家持续创新保
持包容审慎的态度。在今年 6 月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举例
指出：
“
几年前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
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我们
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
‘看一
看’再规范。 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
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企业

确提出要让政府部门过紧日子换企
业过好日子，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都
“
只减不增”。 纵观全球，以美国为首
的发达国家当前正在主导开展以减
税改善投资环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美国新税改方案将大幅减少居民与
企业税率，如果我国仍维持既有各项
税费的征收则无益于投资环境的改
善，因而我国实体经济税负急需进一

进入的壁垒。 如能加快放开这些行
业，相信必定会吸引大量社会资本进
入，并随之诞生一批具有优秀的企业
家与值得弘扬的企业家精神。
综上，《意见》的发布对我国的广
大企业家而言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事件，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对转
型中的我国经济而言意义非凡，但具
体到政策落实上仍需多措并举。

展中国家一样， 以往支撑经济高速
增长的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廉价土
地和资本的要素红利均已出现了瓶
颈。
从已经成功转型的一些国家和
地区经验来看， 实现成功转型的路

基因往往就荡然无存，这点从苹果公
司近年来创新减缓、市场份额快速下
降以及在国内曾风靡一时的健力宝
的案例就可看出一二。 因而，充分肯
定企业家地位与企业家精神，让企业
家成为引领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是

有效发挥。 具体来说，由于全要素生
产率的下降，加大基建与松绑房地产
政策不仅使得货币投放对经济拉动
的边际作用在逐渐减小，还催生了楼
市泡沫与金融泡沫。 体现在微观领

家对新业态与新模式的创新往往体
现在对经济运行既有模式的强有力
冲击上，而既有模式的既得利益者通
常会以种种理由游说政府相关部门
限制新业态发展以维持自身固有地
位，因而各级政府也需认真落实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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