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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河北省国资委日前表示，按照国家化解产能
过剩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未来 3 年河北要削减近 1
亿吨钢产能。 对于这一减产目标如何具体实现，中钢协负责人
认为， 国营及大型联合钢企将通过调整而在环保方面取得进
步，更多中小型民营钢企将面临淘汰、合并的命运。

在工信部 7 月底公布的 19 个亟待淘汰过剩产能的工业
行业中，钢铁行业是重点。 中钢协的调研数据则显示，2012年
底，国内钢铁实际综合产能约 9.76 亿吨，而 2012 年国内钢铁
消费量为 6.7亿—6.8亿吨，消费需求增长明显小于产能扩张；
同时，相比于淘汰的产能，新建、扩大产能的速度和规模大得
多，实际产能不降反增。

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是近年来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但由
于触动利益巨大，收效并不明显。 以钢铁行业为例，近年来去
产能成效甚微， 与地方政府的 GDP 政绩观脱不开干系。 2008
年—2009年， 一些一度停产的钢企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纷纷恢
复生产，出现了“越亏损、越生产”的怪现象。 究其原因，各地政
府为保住产值、税收和就业，以审批和信贷为钢企提供支持，
政策、信贷、价格扭曲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力保”之下，国
营、大型钢企在市场淘汰中屡屡有惊无险地过关，民营、小型
企业为了生存自保，纷纷扩大生产规模以抢占市场，由此出现
恶性竞争，严重破坏了行业生态。

3 年减 1 亿吨———河北省放出的“狠话”表明了去产能的
决心，但手段和路径却值得商榷。 产能扩张不能“一窝蜂”，去
产能同样不能“一刀切”，这两种做法恐怕源于同一种思维模
式。 政府主导，以兼并重组等方式来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方向
是对的，但不应以国企和民企来划分，而应以技术水平、环保
标准和资金流等市场因素来定取舍。 在企业竞争能力、生存几
率的判别中，市场始终发挥着基础作用。 即使政府在环保等技
术判别中发挥导向作用， 但最后实现对落后和过剩产能挤出
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市场。 对于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以
市场定取舍是正确路径，简单以国营、民营来划分界线、区别
对待，恐怕会演变成一场低效的利益争夺战。

在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方面，过多的行政干预会增加建立
公平规则的困难。 面对市场，国企和民企需要在生产技术、营
销水平、管理机制、环保标准等方面竞争，政府需要做的是营
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好服务监管，明确环保门槛，管好信贷
资金，监测市场动向，及时发布信息。 去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才是根本。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淘汰产能
不应以国企民企划分

曹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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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铁路总公司 500亿元采购机车车辆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事件：人民网 8月 9日消息，中国铁路总公司近期启动铁路机车、动车组等
采购工作，总购置规模超 500亿元，本次采购是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第一次大规
模装备采购。而据新华社消息，铁路总公司确认将追加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追加
后，全年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６６００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５３００亿元。

点评：在今年三月份实行政企分开后，铁路总公司开始逐渐显露“大手
笔”。 实际上，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并未延续去年上半年的审批力度，基建投资
曾一度放缓。然而，迫于宏观经济惯性下滑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下
半年我国铁路、 能源以及环保等领域投资作为稳增长项目已然箭在弦上，不
得不发。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加多宝称广药滥用行政司法资源

事件：《华夏时报》消息，8月 6 日，广药王老吉诉加多宝广告违法，要求对
之采取“诉中禁令”的听证会在广州市中级法院举行。 加多宝有关人士称，此
次被诉及在广州的户外广告申请难获得当地工商部门的通过，现有广告被广
州工商、城管等部门“选择性”拆除等，皆是广药利用当地的司法与行政资源，
恶意封杀竞争对手。

点评：今年夏天，全中国都在悼念一个叫“热”的家伙，因为热死了。在连续
高温袭击下的中国，一场王老吉与加多宝的对手戏再迎新的高潮。 抛开诸多
恩怨不谈，提到这对“冤家”，总会让人联想到已经是百年老店的可口可乐和
百事可乐，他们难道是因为在国内“窝里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吗？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七大煤企联手五大国电签购销协议

事件：人民网消息，8 日下午，山西省内七大煤炭集团与中国华能等五大
国电集团及省外电力企业签订煤炭购销中长期协议。 据悉，双方此次合作是
用经济合同的形式签订煤炭供需协议，明确约定煤炭供应的数量、质量。 双方
以多种形式明确约定结算价格，比如，阳煤集团与华能集团一次性锁定一年
内的煤炭吨价和供应总量。

点评：今年以来，煤炭如何销售成为了山西省的一大愁事。彼时电求煤，此
时煤求电，风水轮流转。 在一个行业亏损户数占全省企业近 40%的情况下，才
有了省长“屈尊卖煤”纾困地方。从目前来看，效果还是立竿见影的。然而，这些
举措只能是雪中送炭，能救急但治不了病，根本还是要大力压缩煤炭产能。

恒天然毒奶粉牵连多位“小伙伴”

媒评

对于医疗行业的“回扣”现象，虽然国人见怪不怪，但作为
世界 500 强企业的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也不得不向这一
“国情”低头，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外国人给中国人行贿，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词叫“洋
贿”，其实“洋贿”现象在近年来并不鲜见，从朗讯到不干胶巨
头丹尼森，从力拓到 IBM，不时有外国人行贿的报道。与官员们
的“雅贿”相比，“洋贿”往往更直接。

“洋贿”现象是国外企业深谙中国国情，入乡随俗的营销
策略？还是医疗管理乱象下适应市场竞争的无奈之举？或者二
者兼而有之？ 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解读，可以窥见中国医疗行业
的各种怪现状。

首先要弄明白的是，“洋贿”的真正受害者不是外企，不是
医院，更不是医生，而是老百姓。 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贿金
必将附加在医药的成本里流通，那 169 万元的“研究经费”最
终买单的是消费这些药物的人。

其次，要明白“洋贿”从乘虚而入到长驱直入，他们同样看
清了现有医疗管理体制有严重漏洞，以医养药、医药不分、分
而不明。 医生不愿意当医生，跑去当医药代表，就像法官不愿
意判案，跑去当律师。 原因何在？ 在于这里面有重要的利益关
系，医生不如医药代表挣钱，法官不如律师挣钱。

第三， 现有法律制度尚无法根本解决医疗行业的沉疴。
“洋贿”是适应中国土壤结出的“恶果”，本质上仍然是腐败，是
犯罪，只是现有法律法规对其打击力度还远远不够，事实上，
我们很少看到有跨国公司在我国因为贿赂受到制裁， 或追究
刑责。

自上而下，红头文件发了不少，但效果不佳。 立法上也有
不少尝试，比如，2008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
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
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
处罚。 但由于法律定位不够精准，比如“数额巨大”究竟是多
大？ 没有标准，再加上“吃回扣”本身的隐蔽性，似乎“疗效不
佳”。 对“洋贿”更是鲜有涉及。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洋贿”，赛诺菲不是第一个，肯定也
不会是最后一个，不仅在医疗行业，还包括其他行业，都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 如果不能充分改良市场经济的土壤，追
求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就很难从根本
上杜绝各种“潜规则”，建立“明规则”，更难保护消费者的切身
利益。

（文章来源：《重庆晨报》）

洋贿赂
是中国药品业腐败之果

王方杰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事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原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于 8月 7 日因
病残原因提前 3个月出狱。 2010年 4月 9日，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去年 8月 26 日，东星航空有限
公司被法院裁定破产。 如今，旗下仅剩一个湖北境内并不太知名的景区。

点评：作为中国民航业第一人，兰世立在自己钟爱的领域着实跌了一个大
跟头。 当时，有人称他为搅局者，也有人称他为打破垄断者。 然而，随着兰世立
的入狱以及东星的破产，许多人在一夜之间闭上了口，开始对中国民营航空业
进行反思。 在特定的情况下，性格确实能够决定命运。 出狱后的兰世立是否会
高举维权大旗继续抗争，值得关注。

东星兰世立因病残原因提前出狱

事件： 自恒天然曝 38吨浓缩乳清蛋白粉可能被肉毒杆菌污染后，“毒奶
粉”事件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 截至 8月 9日，据最新资料统计显示，此次“毒
奶粉”的涉事品牌及公司包括：娃哈哈、可口可乐、多美滋、可瑞康、雅培、牛栏、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Vitaco饮料公司以及三家位于大洋洲的动物饲料公司。

点评：恒天然自曝奶粉含毒之后，它的诸多乳企小伙伴们恐怕一下子都
惊呆了，这不是“坑队友”的节奏吗？ 实际上，恒天然素来有“坑队友”的传统。
在 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 拥有三鹿集团 43%的股权的恒天然就曾通过
新西兰政府力促该内幕公诸于众。看来，在勇于承认错误方面，恒天然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上市房企集体再融资需求近百亿

事件：网易财经消息，8 月 6 日，宋都股份抛出 15 亿元的定增预案，用于
两个商品房项目。 同时有消息人士称，交易所已经接到了通知，房企再融资开
闸。不过，记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求证发现，交易所并没有接到此类通知。 7日
晚， 卧龙地产也公布了其 6 亿元发债计划， 使得上市房企再融资金额高达
96.34亿元。

点评：今年 7月份，中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被房企解读为再融资政策松动，开始群起试
探性逼近再融资政策底线。 对于上市房企的亢奋应理性看待，即便再融资开闸，
利好的也只是少数上市公司，对于中小型房企来说，融资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证监会组合拳砸向 120家上市公司

事件：《重庆商报》8月 11 日消息，今年两市已有 120 家公司因违规受到
证监会不同程度的处罚。 证监会先是掀起针对 IPO 排队企业的财务核查风
暴。 随后，对已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查处力度逐步加大。 统计显示，今年 6月以
来的两个多月时间成为监管密集期， 有近 50家上市公司和相关机构都在此
期间领到了罚单。

点评：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之后，证监会铁腕治市的“监管风暴”也席卷
而来。被证监会处罚或警示的上市公司主要有五大违规类型：欺诈发行、内幕
交易、信披违规、IPO保荐违规和基金经理“老鼠仓”。 证监会敢于直面问题方
面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事前监督要大于事后管理，将损失降到最低。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国家卫计委责成调查赛诺菲事件

事件：近日，有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媒体举报，世界知名药企法国赛
诺菲公司涉嫌向中国 79家医院的 503位医生行贿。 8月 9日，国家卫计委表
示，已经关注《医药巨头赛诺菲内部人自曝行贿 500 中国医生》一事的报道，
并已责成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省市的卫生行政部门，协同当地的纪检部
门展开调查。

点评：继葛兰素史克之后，跨国药企“贿赂门”事件继续发酵。 赛诺菲方面
近日表示，给医生支付的“研究者费”。但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内
部的职能部门和个人一律不得接受捐赠资助。 这可能意味着，如果爆料人“培
根”提供的举报材料被证实属实，赛诺菲直接付款给医生个人的做法将属违规。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发改委对乳企开 6.7亿元垄断罚单

事件：8 月 7 日，发改委对美赞臣等 6 家违反《反垄断法》的乳粉企业处
以约 6.7亿元的罚款。 其中，惠氏、贝因美、明治等 3家企业因配合调查、提供
重要证据，并积极主动整改而被免除处罚。发改委反垄断局指出，涉案企业均
实施了“纵向价格垄断”，操控下游经营者的销售价格，从而直接引发了中国
奶粉价格上升。

点评：自三鹿事件之后，洋奶粉逐渐掌握中国市场的话语权。 就在洋奶粉们
“肆意淘金”之际，发改委向其开出了中国反垄断史上的最大罚单。加之包括恒天
然事件在内的洋奶粉质量问题频现，这些都会对洋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造成影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乳企就迎来了春天，关键还是看消费者将如何选择。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中国联通上半年日进账 8亿多元

事件：《新京报》8月 9日消息，中国联通 2013年半年业绩显示，上半年营
业收入 1443.1亿元，同比增长 18.6%，日进账 8亿多元。另外，由于国资委网站
意外提前披露中国联通中期业绩，联通于上周四在收市前半小时停牌。 中国
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在之后召开的分析员会议上对业绩提早外泄进行了致歉。

点评：抛开骄人的业绩不谈，联通在此次泄露信息的“乌龙”事件之后，所
应思量的不仅仅是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那么简单。 要知道，虽然只是一个细
微的失误，但影响的不仅仅是股价的波动，还会对央企的声誉造成影响。 央企
管理提升不仅仅是靠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更多的还是要提升软实力，从细节
之处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