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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新闻事实：截至 11月 3日上午，全国有 30个省份公布了
前三季度的 GDP数据。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4省市 GDP增
速仍低于 8%，但 GDP增速均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中西部省份
虽然均保持着 10%及以上的 GDP 增速，但湖北、宁夏、河南、
湖南等省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热评：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周清杰教授：从数据看，京沪浙粤

四省市的增幅在一个区间。一方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这些

发达地区必定会在其它相对落后的地区之前放缓经济增幅。

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经济转型也领先于其它地区，受转型的

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增幅会下降得多一些。

中国网络电视台财经评论员吴其伦：我国未来三到五年

的整体经济将呈现稳中微升、略有波动的发展态势；东西部发

展将呈现东缓西快的态势。

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后，基础早已

稳固的上海近年来正主动转型，以更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式谋求

未来的发展，即更注重 GDP增长的“质”，而非绝对地追求“量”。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一般来讲，当经济出现重

大转折或者变化的时候，东部地区往往是最先感触到一些变

化的。所以，从广东、浙江、江苏、上海这些发达地区 9月份的
经济增速来看，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企稳回升。

本质上我不关心王石的婚变，那是人家的隐私。

但王石毕竟是地产界风云人物，其婚变不仅带动了地产股的

逆势上扬，还帮助公众揭开了大学商学院 EMBA班的神秘面纱。
中国最著名的 EMBA班属于两所商学院———长江和中欧。

而王石正是香港富豪李嘉诚创办的位于北京的长江商学院的学

生。王石的“校友”，便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中石化董事

长傅成玉；中欧商学院 EMBA班的“学生”则包括北京中坤投资
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中国中化集团总裁刘德树等。

除此以外，在长江和中欧的 EMBA 班上，还可以看到娱乐
明星的身影，除了饰演《甄嬛传》里敦亲王福晋的田朴珺———王

石的新欢，还有赵本山、李亚鹏、陈鲁豫、李湘和任泉等。

于是，从诞生之日起，这些 EMBA 班就有了中国成功人士
俱乐部的意味。EMBA班的财富效应和强大聚拢社会高端的资
源能力，也吸引了各大公立名校趋之若鹜，拼名斗富，煞是热闹。

专家分析，读 EMBA一般为了如下几件事：建人脉、找商机和镀
层金，演艺明星的加入还疑似增加了另外一个功能———婚外情。

真是一幅活脱脱的当代浮世绘。

这首先说明，即使中国已经改革开放 33年，加入 WTO十多
年，但中国商业的主导力量仍是圈子和关系。“人脉经济学”的流

行，代表着全社会商业精英锐气的消弭和信仰的缺失。人脉的塔

尖是权力———苦差事都拦不住的国考热就是一个活生生例证，

而 EMBA班本质就是靠金钱建圈子，靠圈子谋求特权的一个生
动案例。

但假如中国商业成功都建立于凌驾于市场和法治之上的

情商和人脉，那中国经济必然会丧失应有的活力，甚至陷入深度

危机———在公平的环境中，万类霜天竞自由才能保证中国的快

速健康成长，而不是忙着修筑一个巨大天花板阻碍挑战和竞

争———还起个名字叫 EMBA班。
当然，放眼整个社会，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权力依然干预微观

经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被垄断压制，民企国民待遇仍有缺失，背后

的体制变革的滞后更像一个巨大的、潜伏的 EMBA班，更令人焦虑。
中国未来的一个关键课题是：能否告别特权化的“人脉经济

学”，真正建立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学”?
（文章来源：《工人日报》，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宏观

媒评

前三季度 GDP京沪粤浙增幅回升

从王石婚变看 EMBA班人脉经济学

顾骏

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幸福感”和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民众

议论最多的两个民生话题。

众所周知，幸福同物质条件有关，但不是完全相关的线性

关系。从幸福感构成要素来看，个人对自身状态的认知，是影

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不患寡而患不均”，包含着很深刻的“幸福学原理”。个人

获得多少，不能决定人的幸福感，同别人相比之后，能否自我

接受，才最后决定同样条件下能否拥有幸福感。在当今中国，

无论“寡”还是“均”都与同一项制度密不可分，那就是日渐进

入高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国人个人可以获得社会财富

的多寡，也决定了财富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均衡与否。政府

和企业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占据过高的地位，获得了过多

的份额，而在剩余的相对有限的资源中，某些特殊群体如公务

员、垄断行业人员，更不用说滥用公权的权贵，又借近水楼台

之便，占有了过多的份额，最后不但导致普通民众收入不足，

而且造成各个阶层包括相对富裕阶层强烈的不公平感。

而不公平感恰恰是瓦解幸福感的强效剂：可能我的收入

不高，但只要我认为比我高的人，其所得是合理的，我收入不

高是我自己的责任，再不“均”的分配格局也能得到认同，再

“寡”的收入也能给人带来幸福感，而现在的公众心态恰恰相

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此获得越来越大的动力。

然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给国民的

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总体方案”，而且由于国民参与度低，绝大

多数人不知道方案的具体内容。所以，方案所确定的方向是否

能够得到公众认可，提出的目标能否得到国民的接受，采取的

措施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所有这一切仍然都是一个谜。

（文章节选自《中国经营报》）

不公平感是瓦解幸福感的强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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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联邦制药活虫门牵出胶囊铬超标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贵州茅台诉温州十商户侵权

东莞玩具业三分之一企业迁移

三普药业“套保”违规董事长赔 3亿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网曝王石“婚变”万科称不知情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加多宝斥资两亿元再冠名“好声音”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鄂尔多斯地产开发商贱卖豪车抵债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光明乳业因质量问题受到严厉问责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浙江世宝上市首日暴涨 626.7%

事件：《新京报》10月 30日消息，网友“慈冰 CAIJING”28日晚披露称王
石“婚变”。万科集团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了解管理层私生活，无

从回复。另据其他媒体消息，针对财产分割是否涉及王石拥有的万科股权，

万科表示，对于重大、敏感的信息需要公告的不会隐瞒，如实公告。截至今年

年中，王石持有万科约 681.7万股，价值约为 5600万元。
点评：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万科老总王石，向公众展现了他“柔情”的

一面。婚变传言对万科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首先，王石在万科持股比例不

高；其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万科，更引人关注的是其地产质量。如今，令人

担心的反而是在微博上“恭喜王石董事长”的潘石屹，会否引起潘太太不满。

事件：《证券时报》11 月 3日消息，浙江世宝首发 A 股上市，收盘涨幅高
达 626.74%，盘中因换手率超过 50%、交易价格较开盘价上涨而临时停牌 3
次。深交所对浙江世宝上市首日的具体交易情况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中小

投资者为浙江世宝首日买入的主力，具体呈现三大特点：以个人投资者买入

为主；主要买入者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股价越高，中小投资者买入占比越高。

点评：浙江世宝在开盘短短 4秒后就因换手率达 50%而停牌，被市场惊
呼为“秒停”。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世宝上市前夕刚刚曝出了利空消息，最终却

被投资者的炒作热情所掩盖。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其后续交易监控，进一步警

示风险，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防止盲目追高炒新。

事件：《中国经营报》11月 3日消息，康师傅和统一两个企业互相指责对
方借“钓鱼岛事件”中的反日情绪，策划抵制事件打击对手，涉嫌不正当竞争。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康师傅确有日资参股，但以此定义为“康师傅已被日

资收购”并不客观。而记者查询统一公开资料，发现其大陆业务并无日资参股

的迹象，所谓的“统一是日资企业”并无根据。

点评：近年来方便面行业发展停滞，市场陷入增长困局，企业间的竞争已

进入“零和竞争”阶段。但是，企业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不正当竞争

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应制定产品差异化

战略，寻找市场空白区，避免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事件：新民网 11月 2日消息，上海就光明乳业质量问题启动最严厉问责，
多人受处分。在上海市政协委员“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专题年末视察座谈会

上，市食安委副主任阎祖强回应指出，已经针对“光明乳业”质量问题事件召

开多次会议，并启动了最严厉的问责。“企业在追求产值的同时，绝对不能挑

战食品安全的底线。”阎祖强表示。

点评：光明乳业事件暴露出的不仅仅是乳品质量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是

在生产过程中管理失当，企业过于追求利润。目前，针对多起质量问题事件，光

明乳业已经出了 100多条整改意见，加强企业生产管理工作。希望光明乳业接
受教训，进一步管控好产品质量，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和高品质的产品。

事件：《每日经济新闻》10月 31日消息，东莞是国内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地
区，生产的玩具占全球总产量的 30%。“按照我的调研，有 46%的企业选择观望，
20%的企业选择停工或者半停工，有 20%的企业选择外迁到东南亚地区，14%的
企业选择迁到内地其他地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表示。

点评：近年来，受汇率、人力成本双重夹击，加上越来越强势的采购商，令

东莞玩具产业备受冲击，一些玩具企业选择了外迁。如今，相当一部分企业的

利润率很低，他们之所以苦苦支撑，主要是抱着对企业和员工负责任的态度；

如果国际市场环境依然严峻，而国内的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改善的话，一部分

企业的日子会更艰难。

事件：《华夏时报》10月 31日消息，鄂尔多斯开发商资金短缺催热了豪
车抵债。在铁西某楼盘售楼处前，停着十多辆路虎、宝马。据其负责人介绍，这

些车是购房者拿来偿还购房欠款的，开发商收下这些车后又转抵给施工方，

偿还所欠的材料费或工程款。“为换成现金，施工方最后可能将车低价出手，

网上说二三十万买宝马 X5，并不是虚言。”这位负责人说。
点评：鄂尔多斯开始品尝连续多年楼市疯狂后的恶果。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开发商表面上不愿意大幅度降价，而实际上真实成交价低得惊人。当地

政府也不愿意承认楼市崩盘，但房租腰斩、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八成楼盘停

工、房价暴跌、大量外来人口逃离……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事件：《新金融观察报》11 月 4日消息，近日，香港上市公司联邦制药位
于珠海的子公司遭到了市民的投诉，其称，在联邦制药生产的阿莫西林胶囊

中，发现了一条一厘米长的活虫，胶囊外壳甚至已被小虫啃噬掉一块。尽管联

邦制药给出了澄清，但此事依然让许多人不禁联想到今年 5月份发生的毒胶
囊风波，联邦制药再次遭受到公众质疑。

点评：针对此次事件的起因，有联邦制药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可能是由于

用户保存方式不当造成，同时联邦制药微博表示：“是否会有虫产生，是否是

被人栽赃诬陷，还请看清事实后再做定论。”尽管每次事件过后，相关部门都

给出了相应澄清，但消费者对药品食品安全长期积累的不信任感难以消除。

事件：《羊城晚报》11月 3日消息，三普药业公司近期自查发现，包括董
事长蒋锡培在内的 4名高管违规进行期货投机，招致巨亏 3.7亿元。按照公
司相关规定，这种违规操作的损失由相关人员承担，决定由蒋锡培承担 3亿
元，其余部分由另外三名高管承担。上述人员均同意承担赔偿责任，也均表

示有能力履行赔偿，承诺赔偿款将于今年 12月 31日前到账。
点评：三普药业已有多次违规记录，并遭到证监会处罚。如 2007年有意

隐瞒三普药业的筹划定增事宜；今年 8月公司第二、第四大股东违规举牌，举
牌人、远东控股和上市公司同一天收到了监管层发出的调查通知书。三普药

业高管上述行为显然已违反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恐非简单赔偿就能了事。

事件：《法制日报》11月 3日消息，去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法院收到了
10份来自贵州茅台有限责任公司的民事起诉状。茅台公司认为温州冯某、周
某等 10人没有经过许可,擅自使用“贵州茅台”、文字商标、“MOUTAI及图案”
商标 ,作为店面门头装潢，根据法律规定 ,这些商户已经侵害了注册商标专用
权,请求法院判令商户立即拆除门头、赔礼道歉 ,并赔偿损失合计 160万元。

点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构成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温州小商户们似是无意的行为,但无法摆脱误导消费者之嫌。从
保护自身利益和维权的角度而言，小企业或小商户应该做到学法懂法用法。

事件：《北京晚报》消息，11月 2 日，《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广告招标会在
杭州举行，底价 9000万。起初参与竞标的有 10多家企业，巨额出价不断被刷
新；在经过 50多个回合抬价竞争之后，曾以 6000万独家冠名《中国好声音》
第一季的加多宝，最终以 2亿的天价如愿获得《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冠名权。

点评：在王老吉商标案中落败的加多宝，通过独家冠名《中国好声音》向

消费者根植了“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的概念，在品牌重塑一

役中完胜。与第一季的乏人问津不同，作为今年最炙手可热的节目之一，《中

国好声音》的第二季冠名权争夺也变得十分激烈。如今，如愿以偿二度冠名成

功的加多宝又将推出哪些新营销手段？值得人们期待。

康师傅统一涉嫌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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