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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管理

本报记者 陈玮英

5月 23 日，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交通委召开北京市出
租汽车租价调整和完善燃油附加费动态调整机制听证会（以

下简称听证会），结果为代表中 23名同意调价，1名部分同意，
1名不赞成。

相对于基本已成定局的涨价结果，那个唯一的反对声音

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了解，唯一不赞成涨价的是消费者代表

吴婷，她认为，涨价并不能解决打车难，出租车涨价是否一定

要让乘客来买单？能否出租车公司和政府多承担一些，而不是

一定要消费者来买单。

也有网友留言表示，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任何出租车政

策调整，如果只包含涨价，不包含出租车公司减份子钱，不包

含增加出租车牌照，都不是代表所有民意的。

“其实我们司机对涨不涨价不是很在乎。因为涨也涨不了

多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5月 23日下午，北京某出租汽车公
司司机高师傅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听说是起步价能到 13
块钱，两种方案一种是每公里能到两块三，另一种是每公里能

到两块六。据说涨的部分都给司机，但谁知道最后的结果呢？”

“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都不好招人，特别是年轻人，更不

愿意选择做出租这一行。北京出租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出

一些如报销学车费用、接车发奖金等政策来鼓励新人入行，但

出租汽车公司的新老交替依旧困难，很少有新鲜血液流入公

司。现在的出租汽车公司一般都是 40到 50岁的人作为司机
主力。再这样下去，几年以后可能招人都是个问题。”另一家出

租汽车公司的张师傅这样对记者说。

事实上，出租汽车行业一直是政府、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日前，深圳交通运输委员会下发“禁令”，要求出租

车司机不得使用手机召车软件，并将联合执法支队进行专项

整治。该要求一出，引得多方热议，多数相关人士认为主管部

门此举“霸道”。而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应该把选择权还给消

费者和司机。

而在之前提到过的唯一的反对代表吴婷则表示，“大部分

专家认为涨价不能解决的哥收入，的哥收入低、市民打车难的问

题，不对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动手术，政府调价初衷定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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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微企村试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

年底，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第一

次下降。就在很多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

出现拐点，担心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的

时候，2013年的毕业季却成为史上就业

最难就业季。（本报 5月 21日曾对此做

过专题报道）

实际上，早在美资、日资企业因为内

地竞争优势丧失开始回流的时候，早在

凡客等内地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开始外迁

的时候，早在江浙民营中小型企业因资

金链断裂接连倒闭的时候，早在富士康

因身陷“血汗工厂”质疑被迫采取机器人

代工计划的时候，早在大量加工企业因

为暴利诱惑转投房地产的时候，史上最

难毕业季的阴影就已经若隐若现了。就

业难实质上是企业生存困境的延时反

应，是社会未能善待民营中小企业的后

遗症。

事实上，订单减少、成本增加只是压

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制度、政

策、舆论环境等基础性生态不断恶化，才

是导致中小企业群体性遭遇发展困境的

根本原因。

税负过重现象覆盖几乎所有中小型

企业。2011年，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超

过 GDP增长速度一倍多；2012年，因为

企业整体性经营困难，一些地方开始出

现收“过头税”、“翻老账”等方式保税收

增长，最终税收增长率依然远高于 GDP

增长率。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之后，一些中

小企业的纳税额不降反升，变成了事实

上的“结构性加税”。中央党校的一份调

研材料显示，如果不采取偷漏税行为，中

国超过 90%的中小企业都活不下去。

法律法规片面强调员工利益破坏企

业内部“生态平衡”。例如，在合同期内，企

业解聘员工会被视为违规；而员工主动

与企业解约则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甚至

连原有的违约金赔偿也被取消。从表面

来看这是维护劳动者利益，但实际的结

果却是绝大多数企业不愿再承担起培养

新人的义务，以致出现了要求新毕业大

学生“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冷笑话”。

金融盘剥导致中小企业在“刀尖上

舔血”。由于资本市场创新和活力不足，

企业融资渠道过窄，特别是中小企业融

资更可谓是“难于上青天”。2000家上市

公司利润抵不过 16家银行的现实以及

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只能靠借“高利贷”饮

鸩止渴现象，已经说明旧有融资体制已

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非典型企业的超高福利抬升社会劳

动就业期望值。大型垄断企业虽然数量

极少，但影响极大。其远超市场水平的工

资和福利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剥削”员

工的假相。导致一些年轻人宁愿在家“啃

老”，也非大型国企不去的问题，让中小

企业陷入招不到人的困境。

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

不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造成的，而是多

种力量和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只有全

社会都行动起来，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

负担，制定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

的法律制度，形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

社会共识，中小企业才有可能焕发出生

机与活力，最难毕业季才会不再成为困

扰全社会的问题。

最难就业季是歧视中小企业后遗症
本报评论员丁明豪

紫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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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 946亿高负债运行
贷款银行债务风险骤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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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艳蕊

欧盟委员会原定 5月 15日对华光伏产品实行“双反”制
裁的投票推迟到了 5月 24日。但 5月 26日商务部网站称：当
地时间 5月 27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
山将在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总司司长德马迪共同主持召开中

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会，并与欧委会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就中

欧光伏产品和无线通信设备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磋商。

这之前，负责欧盟“双反”案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发表声明称，由于欧盟完全没有表现出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

诚意，中国与欧盟就光伏双反案价格承诺的首轮谈判破裂。也

就是说，中方提出的价格承诺方案遭到了回绝。

一光伏企业相关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说明我们根本就是外行，而且表现在很多方面。”

“根据《反倾销协定》，除非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已就倾销

和倾销所造成的损害做出初步肯定裁定，否则不得寻求或接

受出口商的价格承诺。”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铮

在微博中这样写道，“要在初裁公布前就接受，那倒是奇怪了。

在这个有初裁小道消息但还没有正式公布初裁的敏感时期，

可以私下磋商，但太高调地违反规则就没有必要了。”

“初裁没出不是主要原因，不接受是很正常的事情，肯定

要经过多轮谈判后才能达成统一意见，问题在于对方所表现

出来的态度中的诚意不足。”杭州市太阳能光伏产业协会秘书

长、浙江省太阳能光伏产业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负责人赵永

红博士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据了解，“价格承诺”谈判的具体内容为：中方承诺出口到

欧洲的光伏产品不低于某个最低价格，并设定具体时间期限；

中方承诺将每年出口至欧洲的组件数量限定在一定的规模范

围内。作为交换，欧盟将不对参与价格承诺的中国涉案企业采

取反倾销措施。目前，中方已再次赴欧进行磋商。

“虽然经历的很多，但基本都是失败的，被动挨打。”上述

光伏企业人士如是说。

“没有廉颇大兵压境，哪有蔺相如谈判的精彩。”成为业内

普遍观点。“反制措施确实很有必要。”赵永红赞同道。

根据调查进度时间表，反补贴初裁将在 8月 8日前做出，
而反倾销与反补贴的终裁均将在今年 12月出炉，因此接下来
的 6个月将是考验企业的时候。上述光伏企业人士表示，“下
一步，将是中欧双方谈判期，持续 6个月，而在这期间企业将
不敢出货。”

中西部投资加设“绿色”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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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企业不敢出货

5月 18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
六早晨。依山而居的重庆市合川区太

和镇亭子村村民依旧过着日出而作的

生活———天一亮就上山打理农田，下

午则在村里的娱乐室打牌消磨时光。

同村的李清兵却过上了市民的

生活———早上打理完家庭农场，他已

经开着价值 25万元的帕萨特轿车从
位于亭子村的蔬菜种植场驱车一小

时回到了合川城区的商品房住宅。

“微企村是我们因地制宜做起来

的。”亭子村党支部书记姚世明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2012 年，他
们听说重庆市有相关的支持和扶植

微企的政策，而亭子村正好外出打

工、创业者众多，当地又具有独特的

农业优势，于是他们申请成为重庆

首批试点微企村，由财政拨付专项

资金改善交通条件，并按相关微企

政策给予村民补贴，帮助兴办“微企

家庭农场”。

微企机会

李清兵就是受此鼓舞，怀揣打工

攒下的 2 万元回乡租下 20 亩地，并
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家专事蔬菜

种植的微企———李清兵蔬菜种植场。

站在李清兵蔬菜种植场前，《中国企

业报》记者看到了一个迷你现代化农

场———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均匀地被

自动浇灌喷头覆盖。

2012年 4月，李清兵利用银行贷
款和政府提供的补助款，把农场土地

扩租到近百亩，并修筑了机耕道，添

置了喷灌设备，建立起了一家现代化

的家庭农场，目前规模流转土地 80
亩，主要种植油麦菜、水白菜、上海青

等速生叶类无公害蔬菜。这一年，李

清兵的家庭农场就为他带来了 60万
元利润，除了购买了小轿车、商品房

外，李清兵又投入了 20多万元增加
投资规模，修建生产观光便道。他有

个理想，那就是 3年内将他的农场规

模扩大到 300亩。
与李清兵的农场相距不远的平

清蔬菜种植场，则从建农场开始就避

开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了莲藕种植

产业。从成立之初的规模流转土地 70
亩，到 2013年的种植规模 167亩，由
于当地的气候土壤水源等因素，平清

莲藕极受市场欢迎，还成功带动了 5
户群众种植莲藕。

“也不是谁家都能申请微型企业

的。”一位当地村民大嫂把《中国企业

报》记者带到了她家山上的桃林，边摘

桃子边向记者介绍，她种自家地的桃

园，丈夫在县城打工，儿子在重庆上大

学，但她们家并未申请微型企业，“一

个组才有那么一两家，那个鱼塘、农家

乐都是外地来的人做的微企。”

近日，重庆市政府出台《关于大力

发展微型企业特色村促进农业现代化

的若干意见》，提出全市每年建设 50个

微企村，微企村内的小微企业可获得多

方面的政策帮扶。

（下转第四版，相关报道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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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社会各界纷纷探讨城镇化建设如何推进之际，重庆微企村已经以每年新增 50个

的速度快跑。扶植村级微型企业，用微企带动村民就业，对于山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个新鲜玩
意儿。“返乡农民工微企创业示范园”意味着进城务工农民可以回乡打工甚至自主创业。

本报记者 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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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难解出租车业困局

微型企业村会是新型城镇化的正确方向吗？ 本报记者张艳蕊 /摄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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