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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2013 年伊始，似乎依然走不出上

一个末日年的阴霾。

雾霾笼罩下的许多城市陷入重

度空气污染，实景画面仿若电影中的

末日场景。

PM2.5指数“爆表”造就了史上最

强的空气污染，也引发了迄今最“毒”

的一次商机。口罩、空气净化器乃至

防毒面具的热卖，似乎预警：在不久

的将来，连生活必需的干净空气也需

要花钱购买。

塑化剂危机带热小家电、水质超

标火了净水机、空气污染引发净化器

畅销……由解“毒”引发的商机，虽是

商业社会创新效应的表象一种，但却

无奈地将健康安全变成了买卖一桩。

PM2.5的经济指数

不久前陈光标卖罐装空气的新

闻曾被当做笑话，但现在，许多人愿

意相信这并非作秀。

微博名人“五岳散人”表示，“现

在开始佩服陈光标了，人家就想得

出来卖新鲜罐装空气，绝对是与时

俱进的典范以及高级黑啊。”某人力

资源网创始人魏威则认为“卖罐装

空气绝不是炒作”，他甚至算了这样

一笔账：“按北京 2000 万人口×就

算有 5%的消费者×日消费 2 罐×

单罐 5 块×365 天 = 仅北京就是

36.5亿 /年”。

社交网络上的你言我语，曾经

在一年之前有过相似一幕，那时的

剧情是关于尚属新兴词汇的“PM2.

5”。

2012年 1 月，新修订的《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公布，“PM2.5”第一次

被纳入国家标准。彼时，公众舆论对

于“PM2.5”这一有效测控“可入肺颗

粒物”的环保标准充满乐观并对其

“监测经济”的作用给予了正面预

计。然而一年后，“全国上下十面霾

伏”的现实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将

这一环保指数转化为空气恶化的安

全警钟。

中国工程院院

士、广州呼吸疾病

研究所所长钟南山

曾指出：“阴霾天气

比吸烟更易致癌。”

据央视报道，相关

报告估算，“2012年

北京、上海、广州、

西安因为 PM2.5引

发过早死的人数达

8500多人”。

随同生存危机

一起见诸媒

体的还有业

内 人 士 的

“ 利 好 分

析”，援引相

关报道，全

国各地空气

PM2.5 指数

爆棚“或许

会有利于创

新型的环保

企业上市融资”。数

据显示，2012 年中

国环保节能行业共

披露融资案例 27

起，融资总额为

3.59 亿美元，数量

和金额同比分别下

降 43.8%和 52.2%，

创下近四年新低。

而突如其来的“毒

空气”，被指可以改

变上述情况。原因

在于公众注视下的

PM2.5 实时数据背

后是监测设备行业

至少 20亿元的市场价值。

1997年，美国人首次提出 PM2.

5这一新标准。10年后，一家名叫赛

默飞世尔（TMO.NYS）的美国公司

开始在中国销售 PM2.5 监测仪器。

在差不多 4年多的时间里，这家美

国公司业绩平平，但在 2011年底，情

况发生了变化。2011年冬天北方空

气污染严重，引发 PM2.5热词登陆

中国，随着政府将“PM2.5”正式纳入

国家环境标准，2012

年第二季度起，赛默

飞世尔公司的销售

业绩首次迎来了爆

发式增长。

据悉，目前中国

国 内 的 监 测 设 备

80%以上是国外技术

的产品。业内人士分

析，未来的 1 到 2年

内，国内 PM2.5监测

设备市场会持续在

一个较高的

销量。援引

一位相关人

士的观点，

“国产价格

在 10 万以

内，进口设

备 达 到 30

多万。平均

一台设备价

值 20 万，大

概是 6亿的产值。”

环境保护部副

部长吴晓青曾表示，

“十二五”期间，国内

要建设近 1500 多个

PM2.5 监测点位，前

期投入将超过 20 亿

元。在这样的形势之

下，加之最近的 PM

2.5 爆表的“实时演

习”，会吸引更多国内

空气质量监测设备

商投身于此，届时，

将带动国产设备市

场份额有更大提升。

越中毒，越商机？

2011 年 12月，认为“污染严重，

商机无限”的加拿大某跨国公司中国

区总裁“贺兰老大”（微博名）曾预测：

“相信不久的将来，卖罐装纯净空气

就会像纯净水一样，成为诱人的赚钱

业务”。

这样的预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成为了现实：2012年 9月，陈光标

在微博上宣布，“陈光标罐装新鲜空

气”首期十万罐采集完成，并公开了

样罐照片。

抛却陈光标或许想要表达的“言

外之意”，罐装空气与一直以来蔓延

国内的解“毒”商品并无二致。

国产毒奶粉引发至今不绝的代

购洋奶粉风潮；毒酸奶带热了自制酸

奶机；塑化剂危机让更多人愿意购买

豆浆机、榨汁机自给自足；水污染火

了净水机，也使净水生意很赚钱；毒

蔬菜推动有机农业产销两旺，并引发

“特供食品”的是是非非，而最近的重

度空气污染，则令口罩断货、空气净

化器脱销。数据显示，雾霾天气的短

短几天里，形似防毒面具的“N95 口

罩”的成交指数激增 10倍，市场上标

明“对抗 PM2.5”的空气净化器成了抢

手货。

上述由解“毒”引发的商机在中

国公众看来，早已见怪不怪。基于公

共健康安全的脆弱度，国人对于“毒”

商机的接受能力与日俱增。面对影响

健康卫生的公共“毒”事件，消费者看

上去已经有了相当的“熟知度”，而类

似的“段子”在坊间和网络也已流传

多时。

援引一份来自世界银行和中国

科学院、国家环保部的相关研究结

论，“即使按照保守估计，中国每年因

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也要占到 GDP

总值的约 10%。如果言及治理，那所花

费用将更加庞大。”经济学家金岩石

认为，环境污染“暴露了城市经营者

缺位的问题”，而“有组织的不负责

任”是城市经营之患。

“对于政府、企业和个人同呼吸

共命运的生活环境，持续恶化的态势

急需扭转，怎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改

善环境污染、在钢筋水泥的间隙留住

绿草蓝天、在推行城镇化的过程践行

美丽中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

题。”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如是说。

解“毒”商机带来的营销热潮中，

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因为———当公

共环境遭遇危机，健康安全变成营销

买卖，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纪念日

1950年 1月 27 日，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收实施要

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

税暂行条例》，规定在全国建立统

一的税收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并行着

两种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老解放区

适应革命根据地在农村的情况设

立的各个税种形成的一种税收制

度；新解放区仍在沿用国民党统治

时期的旧税法。而新中国成立后，

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治和社会经济

制度，这客观上要求统一全国税

制，建立新税制，以保证巩固新政

权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9 年

1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务部在北京

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

税务会议。根据《共同纲领》第四十

条的规定，拟定了《全国税收实施

要则》等规定，后经政务院第十七

次会议通过。《要则》指出：必须加

强税收工作，建立统一的税收制

度，全国实行合理负担，平衡城乡，

统一税收，以利于革命战争的供给

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全国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统一行使，任何地区或

部门都不得变更、自定。《要则》规

定，根据 5 种经济并存、私营工商

业大量存在的情况，决定实行多种

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

至此，全国税收开始统一，我

国新税收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1月 22日—1月 28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50年 1月 27日

江湖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电影与经济》之变革篇】

1月 22日：

2004年 1月 22日，国务院下发通知，发布第五批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名单，共 26处。

1月 23日：

1991年 1月 23日，北京邮政通信枢纽中心建成。

1997年 1月 23日，韩国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宝钢铁公司破产。

1月 24日：

1980 年 1 月 24 日，美国国会批准中美贸易协定，给予中国“最惠

国待遇”。

1987年 1月 24日，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成立。

1月 25日：

1956年 1月 25日，陈云提出公私合营中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1月 26日：

1981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

理的决定》。

1月 27日：

1950年 1月 27日，中国建立统一税收制度。

1965年 1月 27日，香港政府银行业监理处接管明德银号。

1月 28日：

2002年 1月 28日，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在日内瓦开馆。

2011年 1月 28日，上海重庆开征房产税，全国范围适时推广。

中国建立统一税收制度

原国企女经理贪污 1900余万元判无期

原北京市怀柔区服务公司、北京康盛服务公司经理杨春

妹，在 11年前企业改制时，贪污 1900余万元、挪用公款 35万

余元。日前，二中院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判处杨春妹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间，杨春妹利

用其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价值 1224万余元。另外，非

法占有价值 707万余元的土地，私自挪用公款 35.8万余元。

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行或裁员 15%

有报道称，摩根士丹利将开始一轮裁员，亚洲投行员工将裁

减 15%左右。大摩亚洲投行董事总经理 Saul Raccah和 Leon Guo

属于被裁投行家之列；亚洲投行裁员力度将大大超过机构证券

集团的 6%。未来数周大摩将裁减 1600名投行和辅助员工，其中

半数在美国。裁员数量占全球机构证券集团人数的 6%。

道富银行第四季拟裁员 630人

美国道富银行日前发布财报称，2012财年第四季净盈利

增长 26%，服务费收入的增长抵消了交易服务和证券融资营

收的下滑。该行还表示，迫于部分大股东要求削减开支的压

力，计划在全球范围裁员约 630人。此次裁员将使该行全球员

工总数在去年 11月报告的 29650人的基础上减少大约 2%。

截至去年 12月 31日，该行的管理资产总额达 24.371万亿美

元，较上年同期的 21.807万亿美元增长 12%。

诺基亚将全球裁员 300人

诺基亚日前宣布，作为精简 IT部门计划的一部分，将在

全球裁员 300人，并将 820名员工转岗至 HCL等印度外包巨

头。此次超过 1000人的调整主要影响诺基亚在芬兰总部的员

工。诺基亚在一份声明中称，除了全球裁员 300人外，诺基亚

还将 820名员工转岗至印度两家外包巨头 HCL和塔塔咨询。

本次人员调整是诺基亚 2012年 6月公布的成本削减计划的

一部分。当时，该公司称将裁员 1万人。

马云卸任 CEO退居幕后

1月 15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宣布，从 5 月

10日起，他将不再担任阿里 CEO一职，将全力以赴做好董事

局主席全职工作，他“有信心”在 5月 10日宣布阿里的新任

CEO。马云将在未来主要负责战略决策，协助 CEO做好组织

文化和人才的培养及阿里公益事业。有业内人士表示，马云卸

任 CEO，很有可能是在为阿里 IPO铺路。

雷诺计划未来四年在法裁员 7500人

据报道，随着欧洲汽车市场预计将连续第六年萎缩，雷

诺汽车公司计划未来四年在法国裁员 7500人以降低成本。雷

诺首席执行官 Carlos Ghosn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称，欧洲市

场今年将下滑 3%，他称，雷诺没有关闭法国工厂的计划。

雷立出任海南椰岛董事长

日前，海南椰岛曾闹得沸沸扬扬的管理层之争终于有了

明确答案，1月 17日，海南椰岛公告称，经董事会审议，最终选

举雷立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还选出新任董

事会成员。公告显示，2009年 8月至今，雷立一直在海口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意味着管

理层基本稳定；此外，富安控股去年三季度对海南椰岛进行减

持，因此股权争夺或将平息。

力拓 CEO艾博年引咎辞职

1月 17日，国际矿业巨头力拓 CEO艾博年同意辞职，力

拓还宣布对艾博年在任期间主持的两桩海外收购莫桑比克煤

矿和力拓加铝做出约 140亿美元的非现金资产减损。其中，与

莫桑比克业务相关的非现金资产减损大约为 30亿美元，铝资

产减记规模大约为 100亿至 110亿美元。艾博年加入力拓已长

达 20年，为国际矿业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收购莫桑比克煤矿

的力拓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官睿达齐也已辞职。

PM2.5指数“爆表”记录了史上最强的一次空气污染，也引发了迄今最“毒”的一次商机。由解“毒”引

发的商机，虽是商业社会创新效应的表象一种，但却无奈地将健康安全变成了买卖一桩。

健康买卖：解“毒”商机罪与罚

铁道部原处长受贿 290余万元获刑

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原处长刘作琪，因受贿款物

290余万元，被北京市东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年，并处没

收财产 6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 2011年间，刘作

琪利用其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工作人员、副处长、

处长的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物共计 290余万元。

郑州“房妹”案三人被拘留

据郑州“房妹”案专案组 1月 17日透露，由于涉嫌参与挪用

公款 3000万元，郑州市检察机关已以涉嫌与“房妹”案主角翟振

锋挪用公款，对犯罪嫌疑人河南省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伯昌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由于涉嫌参与挪用公款

700万元，郑州市检察机关已对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下属企业

亚龙房地产公司经理郭四喜、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下属企业德

化步行街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会计冯松伟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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