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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文

“50+80”模式
带来的社会效应

时代在前进，事业之舵代代相传，进入 21世纪之
初，我国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进入 50 后掌舵时
期，由此形成的“50+80”管理模式带来了另类的社会
效应。

所谓“50+80”模式是指当今的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普遍进入由 50后担任一把手的时代。而在一些单
位，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年龄限制，40
岁以上不再提拔为科级，50 岁以上不再提拔为处级。
一些单位甚至把提拔处级的年龄限制提前到 40岁。在
追求干部年轻化的任用机制下，一些被年龄卡在科级、
处级以下的 60后、70后渐渐被切断了上升通道，80后
脱颖而出，成为一些单位提拔任用的首选，不少 80后
渐渐进入重要领导岗位，形成“50+80”的管理模式。

任用 80后，看中的是他们年轻、有朝气、创新意
识强，但不可否认的是，80 后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经
验不足是个明显的短板。网络上一则“京沪高铁出故
障，乘客质问，急哭美女列车长”视频，让我们看到
面对突发事件，80 后的手足无措。无法想象，在遭遇
更严峻的变故面前，80 后会如何应对，如果病急乱投
医，会不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没有经历
过挫折与失败的干部，虽然乐观向上，闯劲十足，却
不具备危险意识，不知怎样避免前进道路上的险滩，
带领团队平稳驶向目的地。因此，一味追求干部任用
年轻化的趋势给我们事业带来的往往是隐患。

此外，盲目追求干部年轻化，也是对人才的极大
浪费。一些虽年富力强但已年龄到杠的干部，他们的
实践经验、业务积累往往轻易就被弃之不用，须知，
这些经验、积累也是我们各单位多年投入而获得的宝
贵结晶。

至于一些领导在干部任用中有私念，只用自己的
人、听话的人，有利于树立自己的权威，有利于决策
的顺利通过等，也会形成一些单位的“50+80”模式的
现象，更应使我们对“50+80”模式给予清醒的认识。

在干部任用问题上，只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而不是一窝蜂、大跃进式的追求面子好看，才会给我
们的事业带来真正的福祉。

远见者稳进
天津提速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日前，国务院批复《天津北方国
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
赋予东疆保税港区多项先行先试政
策。比如，对从事国际航运业务的船
舶和船公司，放宽事前登记，将登记
时限从过去的几个月缩短到现在的
几天；鼓励境外公司挂靠东疆港，开
展邮轮游，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同
时，在国际航运税收上，免征部分营
业税；汽车转口贸易适用进区保税政
策；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此外，在航
运金融和租赁业务方面也有多项试
点，以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步伐。

据介绍，此次实行的国际船舶登
记制度试点主要是借鉴新加坡、香
港、韩国等地的经验，对从事国际航
运业务的船舶和船公司，在东疆港保
税港区实现特别船舶登记制度，允许
外资绝对控股、放宽船龄限制、推行
十大船级社互认、简化船公司和船舶
登记手续，实现与香港、巴拿马等开
放等级制国家的基本做法接轨，将船
舶登记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只需几
天。同时，允许境外邮轮公司在东疆
港注册，鼓励境外邮轮公司挂靠东疆
港区，从事多点挂靠业务，以此培育
国内邮轮产业，促进高端服务业发
展。

新《方案》还规定，注册在东疆港

的航运企业从事海上国际航运业务
取得的收入；仓储、物流等服务企业
从事货物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业务
取得的收入；注册在天津的保险企
业从事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

入都将免征营业税。同时，为
促进天津成为东北亚甚至亚
太地区最大的汽车国际贸易
基地，在东疆港保税区内实
行汽车落地保税政策，即经
海关批准未办理纳税手续
进境。同时实施启运港出口
退税，即出口企业在东疆港
以外的港口报关装运后，只
需确认离开起运港口发往
东疆港中转至境外的，即被
视为出口并办理退税。这将
大大缩短企业退税的等待时
间。

在航运金融试点方面，允
许金融机构和有需求的企业在东疆
港开展离岸业务。这种业务无论是发
生在境内还是境外，都不受国内银行
法管制。常见的离岸业务包括：外汇
存贷款、同业外汇拆借、国际结算、发

行大额可转让存款证、外汇担保、咨
询以及外管局批准的其他业务。此次
《方案》批准开设离岸业务的不仅是
符合准入条件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区
内注册的有离岸业务需求的企业，从
而节省他们去香港、新加坡、BVI 等
地开展类似业务的商务成本，并提高
中资资产的安全性，实际上也加快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根据批复，东疆港在租赁业务方
面也有创新试点。比如，在东疆港落
户的国内租赁公司从境外购买空载
重量在 25吨以上飞机租给国内航空
公司使用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将从现
行的 17%减到 4%。允许金融租赁公
司设立如单机租赁公司、单船租赁公
司等项目子公司。同时从国内购入飞
机、船舶和大型设备给境外企业的，
因为货物已经实际出境，因此也可以
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等。

杨子炀 侯金梅 /文

东疆港先行先试，借鉴国外先进港口经验，更开放、更便捷

2011年 7月 7 日 美国《财富》
杂志公布了 2011世界 500 强排行
榜，中国平安不负众望，凭借一贯
的优异表现再次荣登榜单，名列
第 327位，并在入选的大陆非国有
企业中继续位居第一。这是今年
来中国平安入围《福布斯》全球
2000 强与英国《金融时报》全球市
值 500强后摘得的又一国际殊荣。

今年，中国大陆共有 61 家公
司进入《财富》世界 500强排行榜，
比上一年增加了 15家，这是中国
上榜公司数量连续上升的第 8
年，上榜的国内保险公司有 4家。
中国平安凭借过去一年卓越的经
营业绩，以 289亿美元的营业收入
与 25.57 亿美元的利润上跃至
327 位，比上一年的 383 位提升了
56 个名次。

《财富》世界 500 强被公认为
全球商业领域对企业的最具影响
力的评价，以公司 2010 整年收入
和利润为主要评定依据，成为国
际上衡量企业影响力、规模和实
力的最权威参照。回顾 2010年，作
为拥有保险、银行、投资三大支柱
业务的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平安
可谓捷报频传。该公司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 179.38 亿元人民币，总
收入达 1958.14 亿元人民币，较
2009 年分别增长 23.9%与 28.1%。
旗 下 平 安 寿 险 规 模 保 费 增 长
20.2%，突破人民币 1500 亿元；平
安产险保费收入增长 61.4%，跃上
人民币 600亿元平台，市场份额提
升 2.5个百分点至 15.4%，稳居市
场第二；平安银行实现净利润增长
60.8%达人民币 17.37 亿元；信用

卡累计发卡量突破 600 万张，3 年
实现盈利，创下银行业新标杆；平
安证券实现净利润增长 48.7%，达
人民币 15.94 亿元；投行业务发挥
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领先优
势，完成 39个 IPO 项目及 11家再
融资项目的主承销发行，股票总承
销家数及新股承销收入均名列行
业榜首。

卓越的业绩依靠的是健全、高
效的公司治理与专业的投资能力，
同时也离不开领先的客户服务能
力与持续、积极履行的企业社会责
任。2010 年中国平安高标准推出
并履行了车险“一天赔付”以及寿
险“保单 E 服务”两大承诺，赢得了
客户的信赖和支持。2011 年为了
进一步树立服务标杆，平安再次宣
布了两项升级服务承诺：寿险“标

准案件，资料齐全，三天赔付”和车
险“服务升级———免费道路救援”。
今年前 4月，平安车险万元以下理
赔案件 1 个工作日内赔付达成率
为 99.95%，99.7%以上的寿险标
准案件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赔付；为了响应国家低碳号召，在
去年“绿色承诺 平安中国”低碳
100 行动中，通过展开全公司范围
内的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工作，平
安实现自有物业人均单位水、电使
用同比减排达 10%，节约纸张用
量约 83吨。

本次入围的中国企业刷新了
历年来的榜单记录，成为上榜最
多的一次。除平安以外，非国有企
业中其他熟悉的名字包括：深圳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51 位、江苏沙
钢集团 366 位等。

《财富》世界 500强最新出炉
中国大陆 61家企业入围，中国平安蝉联非国有企业第一

东疆保税区

东疆区规划图

关于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至

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

体的整合、紧密、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集团总资产达人民币 12310.74
亿元，净资产达人民币 1239.46 亿元，并为超过
6000万客户提供保险、银行、投资服务。在 2011年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2000强”排名中名列第
147名，同时荣登《金融时报》“全球 500强”第 107
位，名列《财富》杂志“全球领先企业 500强”第 327
名。在金融投资领域，中国平安旗下证券、信托、资

产管理专业子公司均凭借卓越表现在其专业领域

领跑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