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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近连日雾霾天气影响，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空气污

染严重。一时间，市民不能进行室外正常活动，司机看不清前

方道路状况，医院呼吸道疾病患者剧增，连日的空气污染使人

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更令人揪心的是，据《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 500 个城市

中，只有不到 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10个城市之中有 7个在中国。

为消除雾霾天气，各地纷纷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北京让

58家企业停产，41家企业压缩了污染物排放；郑州让 15%的

公车停驶、15%的工地停工，城区主干道每天增加 2次洒水；长

沙则准备采取人工降雨等应对举措。全国大范围出现的雾霾

天气也让环保部向各地发出了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急令。

毋庸讳言，各地出台的紧急应对措施和环保部控制污染

物排放的急令对暂时缓解雾霾天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会起到

一定的作用。但这阵风过后，天气还是污染的天气，环境还是

污染的环境，人们对环境恶化危害的心头阴霾仍然难以消除。

要驱散环境恶化给人们心头造成的阴霾，必须从源头治

理，建立长效机制。此外，要有效消除环境恶化给人们心头造

成的阴霾，国家还要进一步完善与环保有关的法律法规，提高

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市场准入标准，加大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

的处罚力度等。

总之，针对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连日出现的雾霾天气，只

有从源头治理，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存

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否则，不管从何处刮起多大的“阵风”，虽

然可以一时起到驱散雾霾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根本保证不

了类似的雾霾天气日后不再重现。 （来源：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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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

日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近十年的基尼系数，2012年

我国基尼系数为 0.474，表明当前国内居民贫富差距依然较

大。发布会上，有记者对数据提出质疑，称民间调查中国 2010

年基尼系数是 0.61，和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差距较大。

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 1922年提出，旨在定

量测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 0和 1之间，越接近 0

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

热议：

经济学家华生：最近有人说(基尼系数)过了 0.6，虽然缺乏

准确数据计算，但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 0.5以上恐怕是没有

什么疑问。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中国的基尼

系数在 0.30—0.35是比较合理的水平，弱势群体不至于被甩

得太远，而 0.45是个很值得警惕的数据，是必须要控制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基

尼系数的各种算法没有太大差别，主要在于基础数据不一。现

在很多人不愿讲真话，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做假账，也不走银

行渠道，所以实际收入很难调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唐文进：由于统计口

径和采集样本的差异，统计结果出现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出现

较大差异可能是因为统计指标不同。

宏观

媒评

官方基尼系数小于民间数据引争议

消除雾霾天气不能仅靠“一阵风”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2013.01.15—01.21）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碧生源减肥茶被曝成本不足 4分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央企人士称年终奖一万元都算多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事件：《中国经营报》1月 19日消息，央企员工真正的年终“红包”或许不及

外界想象。“年终奖，每个下属分公司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中

石油向记者表示。该人士称，作为中石油总部的员工，年终的奖金远远不及外

界的想象，“根本不可能出现年终奖十几万元的情况，连一万元都算多的。”

点评：年终奖究竟多少算多？恐怕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年终奖太多了，只

会认为不如某个企业，或者是某个行业。实际上，很多央企的年终奖也是与企

业的效益紧密挂钩的，效益好的多点，效益差的少点。讨论央企薪酬的高低本

没有意义，就像木桶能盛多少水是要看最低的板有多高，大家真正应该关注

的是，央企的薪酬是不是建立在低收入者收入过低的基础之上。

事件：《华夏时报》1月 19日消息，近日，碧生源控股有限公司因董事长赵

一弘于业绩披露禁售期前的紧急抛售套现，致股价跌幅一度高达 38%。此前，

“平均每包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不足 4 分钱”的指责声让碧生源贴上了“用广告

砸出来”的标签。即使在业绩不景气的 2012年上半年，碧生源的广告开支仍达

2.32亿元，占营收的 71.5%。

点评：上市至今，投资者屡屡表现出对碧生源的业绩和发展后劲的不信任。尽

管是靠着减肥茶和常润茶两款主打产品打天下，但从碧生源产品十几年的发展历

程可以看出，真正使其爆发性增长的原因并非是由于产品本身，而是来自营销轰

炸。这家功能保健茶行业的龙头企业能否逃离行业宿命，仍需要时间去解读。

企业招工难称涨薪 27%留不住人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三菱重工与松下被指支持日本右翼

事件：《中国经营报》1月 18日消息，三菱重工、松下电器等日本财阀长期

资金支持日本右翼分子。虽然对日本右翼政客进行政治献金本身涉嫌违法，

但是在日本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曾经公布，称上述财阀其

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向日本右翼势力提供资金支持，而它们无一不是中

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

点评：随着钓鱼岛事态的发展，活跃在各个领域的右翼分子开始蠢蠢欲动，

企图以各种方式支持日本争取对钓鱼岛的所有权，而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右翼

财阀的援助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做法，不仅将可能进一步激

化中国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为，也将进一步损害日本在华企业的利益。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马云欲辞去阿里巴巴 CEO

事件：新浪网消息，马云 15日发布内部信，宣布从 5月 10日起不再担任

阿里巴巴集团 CEO一职，将全力以赴做好集团董事局主席全职工作，同时将

于 5月 10日宣布新任 CEO。马云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主要负责阿里

巴巴董事局的战略决策，协助 CEO做好组织文化和人才的培养，并将加强和

完善阿里的公益事业。

点评：在完成了“去雅虎化”后，马云通过把淘宝一分为三、把阿里集团分成

7个事业群、分拆成 25个事业部等一系列分权动作，终于达到了能够放心退居

幕后的目的。此举不仅能保持阿里内部管理的鲜活性，也保证了人才机制的流

动性，给年轻的管理者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确保企业发展后劲。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任正非称“最大风险来自内部”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万科公布 B转 H股具体方案

事件：网易财经 1月 18日消息，近日，万科公布 B 转 H股方案，拟申请将

已发行的 B 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为保护股东权益，此次 B转 H过程中，万科将安排第三方向全体 B 股股东提

供现金选择权。具体价格将在公司 B 股股票停牌前股票收市价基础上溢价

5%，即每股 13.13港元。

点评：停牌半个月之久的万科 B转 H股终于尘埃落定。在万科发展的早期，B

股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然而，时隔 20年后，随着万科成长为国内房地产行业

龙头，并开始积极推动国际化战略，H股市场相对于 B股市场，体现出更大的吸引

力。目前，H股无论在资源配置、市场影响力还是成交状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绎

巨人网络被指已成诈骗洗钱平台

关注指数：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

假鱼翅风波致多数加工厂关门

事件：《每日经济新闻》1月 16日消息，“你是不是记者，去采访啊？”当记者

在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打听一家鱼翅加工厂的具体位置时，附近的居

民条件反射似的问到。记者在当地调查了解到，自“假鱼翅”事件发酵后，目前

荷塘镇大多数鱼翅加工厂都选择暂时关门以避风头，广州市主要的鱼翅贸易

集散地——— 一德路上的鱼翅档口也已经全部关门。

点评：作为广东鱼翅加工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位于江门、中山和佛山三

市交界地带的荷塘镇在“假鱼翅”事件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变得风声鹤唳。先是

“浙江市场假鱼翅主要来自广东”，接着执法人员又查到部分鱼翅加工地为“江

门市荷塘镇协和鱼翅加工厂”，这让荷塘镇成为风暴的一个中心。

关注指数：绎绎绎绎绎
传播指数：绎绎绎绎

尚德员工批 CEO试图让公司破产

事件：《每日经济新闻》1月 15日消息，1月 14日，无锡尚德员工以题为《尚德

员工的共同呼吁：开除 CEO金纬》的公开信，要求相关部门审查金纬的工作能力

和财务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公开信指称金纬试图让无锡尚德破产，继而把巨额

债务包袱和工人的安置问题甩给无锡市政府，从而让尚德电力“无债一身轻”。

点评：刚摆脱退市阴影的尚德电力，又陷入内部人事矛盾的纷争。首先，

此封要求金纬“下课”的公开信，将施正荣和职业经理人的矛盾公开化：一个

要维护创始人的权力，一个要逼对方出局。同时，为了保全上市公司尚德电力

试图将子公司无锡尚德破产，将巨额债务扔给无锡政府的做法，也势必遭到

当地政府的反对。

杨杰

1天点击 15.1亿次！1小时最高售 30万张票！1秒钟最

高售 255张票！这是铁路 12306购票网站 15日的点击、出票

流量。春运在即，购票已经进入“秒杀时代”，只要反应稍微慢

几秒或网速慢一点，就极可能与回家的火车票失之交臂，徒增

遗憾。

有了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一些人凭借“抢票软件”成为购

票“强势群体”。部分人走进了购票的春天，意味着另一些人只

能继续待在“一票难求”的冬天里焦灼、徘徊。网友直言不讳，

“这是赤裸裸地插队。”这种通过网络软件强行“加塞”的行为，

本质上有悖公平，增大了老老实实上网购票的人的购票难度，

对广大不会上网或难以上网的人，比如千千万万的农民工，那

更堪称“绝杀”了。其实，这种新技术制造的不公平，远甚于“黄

牛”，会形成明显的“马太效应”。

“一票难求”一直是中国特色的奇观。既然资源有限，这就

牵扯到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要

减少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大具有较少机会的那些人的机会。”

他同时强调，“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显然，在购火车票

方面，用“抢票软件”的人和没法正常上网的人的购票机会，严

重失衡，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广大不会上网农民工的购票机会。

倘若不能解决弱势群体购票难，任由“购票神器”横行无

阻，遭殃的必然是网上购票秩序以及公平正义的丧失。铁路部

门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防范各类抢票软件的泛滥，同时，还

需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升购票能力，至少保障

他们的购票机会不被侵蚀，唯此，秒杀时代，火车票的购票公

平才不会被伤害。 （来源：《重庆晨报》）

侯金亮

莫让火车票抢票软件伤害公平

事件：大河网 1月 19日消息，最近，有维权人士指出，“巨人网络”成为网

络诈骗最大的洗钱、销账平台。1月 15日，史玉柱在新浪微博发布“犯罪分子

网上欺诈流程”，承认“犯罪分子”通过聊天工具等向受害人传播木马病毒，控

制受害人银行账号，将钱转入“巨人网络”等各大游戏公司由犯罪分子控制的

账户上，通过购买点卡或道具并转移出售的形式换取人民币。

点评：“巨人网络”董事长兼 CEO史玉柱，因脑白金、黄金搭档、巨人大厦等名扬

天下。如今，曾在微博上表示已经“闲居山野”，并称“江湖上的事别来烦我”的史玉

柱，因一场网络欺诈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全国有那么多网游公司，钱偏偏

进了“巨人网络”的账号？面对公众质疑和警方介入，“巨人网络”终于打破了沉默。

事件：《经济观察报》1月 19日消息，近日，华为在深圳总部举行自律宣誓

大会。“公司最大的风险来自内部，必须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自律。”华为总裁

任正非定调目前的管理重点。据悉，为了杜绝内部腐败，华为早在 2005年 12

月就通过《EMT自律宣言》，并通过制度化宣誓方式层层要求所有干部。

点评：如何从根源上防止腐败滋生，是很多企业避免走向毁灭的关键。任

正非依靠“自律宣言”解决干部管理中面临的腐败难题，确实走在了一些企业

的前面。但是，除了寄希望于管理层自律的“人治”，或者说是“以人治人”，还

要有相关的监督约束机制，即“法治”，或者说是“依法治人”。否则，再好的反

腐宣言也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

事件：《第一财经日报》1月 18日消息，企业今年招工比往年还困难。“招

工人越来越难了，我们 6月涨薪 27%，但还是留不住人。我们的离职率一直在

10%以上，有时达到 20%。”昆山一家大型台资电子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在长

三角地区，“招工难”是不少企业共同的感受。此外，曾经仅在沿海发达地区才

有的“用工荒”现象，在中西部地区也开始蔓延。

点评：经营不善的企业陷入倒闭裁员潮，而经营良好的企业感觉招工比往年还困

难，这两者之间看似矛盾，但却是同时存在的。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中，有劳动力可

供企业挑选，劳动力也能尽其用。用工荒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扭曲，

当企业变得“饥不择食”，或者是人才为生计而委曲求全时，这个市场就有些病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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