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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因移动互联网引发的中国三大

电信巨头的自我革命已经拉开。

日前，在中国联通与腾讯宣布在广

东联合推出“微信沃卡”后，中国电信宣

布与网易在浙江成立注册资本 2亿元的
合资公司，并推出抗衡微信的“易信”。在

推出飞信、飞聊等打压微信未果后，市场

再度传出中国移动正在与阿里巴巴接

洽，商谈结盟其“来往”产品再度抗击微

信等合作事宜。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国企业报》

记者注意到，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三大移动运营商，在面对百度、腾

讯、阿里巴巴、乐视网、人民网等互联网

企业的冲击下，已将产业触角相继伸至

互联网金融、即时通讯软件、互联网电

视、云服务平台、企业级移动应用服务平

台等多个领域，探索适合电信运营商的

互联网转型之道。

一场以微信为名义的
互联网激战

在中国移动以自有的“飞信”、“飞

聊”、“Jego”等产品阻击腾讯的 QQ、微
信遭遇失败之后，日前再有消息传出，

中国移动正在与阿里巴巴接触，计划

通过结盟“来往”手段来对抗微信的冲

击。

中国电信、网易共同推出“易信”，上

线 24小时注册用户便突破 100万，在苹
果 APP store 社交榜排名已迅速上升至
第一，开始形成对微信的反攻势头。此

前，中国电信还与恒信移动合作推出面

向功能机的翼聊产品，还计划推出翼聊

微博手机。

三大电信巨头面对互联网企业冲击

的反扑，不只是停留在微信这类即时通

讯产品上。

近日，中国联通与中信银行签署手

机钱包业务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

拓展基于 NFC 技术的手机近场支付市
场。中国联通作为移动支付产业链的重

要一环，开始主动抢占互联网金融的商

机。

在乐视网、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

纷纷抢夺的智能电视领域，日前则出现

了中国移动的身影。8月 22日，中国移
动联合 CNTV、上海文广等国内七大互联
网电视牌照商，推出了涵盖 PC、智能手
机到大屏幕电视的“I视界”互联网视频
产品。在互联网视频市场上，三大运营商

此前分别通过与百视通的战略合作，完

成了面向手机用户的战略抢位。

（下转第九版）

这是一座全世界最高的拱坝，也是一个全世界“最难”的水电工程。雅砻江浩荡奔腾的江水之上，55家中国大型国

有企业在这里“中流击水”、历时 10年，最终完成了足以载入中国水电史册的光辉一页———创造 10个“世界第一”、10

个“中国第一”。 （详见第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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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

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34 年后，驶入改

革深水区的中国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

如何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破题，成为所有

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共同的关注。

这一次聚光灯照射在上海 28.78 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于日前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这

个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

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

机场综合保税区等 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总面积为 28.78 平方公里的区域被

寄望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制度创

新的集聚地。

制度创新在这次改革中被赋予了前

所未有的重要性。上海市市长杨雄日前

在出席“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上海研讨

会时透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上半

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

领导，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并

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

新放在第一位。此前，上海市市委书记韩

正在浦东考察时亦表示，“我们将要建设

的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战

略，是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创新，

核心是制度创新，而不是优惠政策。”

在批准上海自贸区时，中央政府亦

明确表示，设立自贸区主要任务是要探

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使

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

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培育我国面向

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

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

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制度创新这次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重

要的地位与我国之前 30 余年的改革经

验不无关系。30余年前我国那场轰轰烈

烈的改革正是起步于区域优惠政策。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优惠

政策对于撕开旧体制的堡垒，培养推动新

体制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

30余年后，这种给优惠政策的做法的负

面效应日益凸显。从本质上说，将特殊政

策给予某地区，就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公平

竞争的机会。更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要政策似乎正在成为一些地方谋发展

的“秘制良药”，改革则被束之高阁，一旦

没了优惠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这可能

也是李克强总理三问上海市主要领导是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的重要原因。

给优惠政策的另一负面效应在改革

过程中也不断凸显。无论是区域优惠政

策和产业优惠政策，本质上都是政府部

门在主导。尽管想法可能很好，但由于政

策本身对于市场具有的滞后性，在一些

地区和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过度贷

款，过度投资，进而导致产能过剩的恶性

循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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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上海自贸区创新的真正主体
孟书强

要闻

浙江丽水，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民间借贷官司而陷入

困境。《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银行惜贷、民间高利

贷和企业联保已成为绊倒当地企业的三大障碍。

“贷款到期借高利贷过桥，但还贷后银行不再续贷，

企业遭遇借贷官司被查封再被拍卖的事情在丽水已经屡

见不鲜了，甚至形成‘死亡模式’。如果情况没有改观，越

来越多的企业会步其后尘。”8月 21日，一位在丽水当地
经营多年的企业主告诉记者，白天工作时间丽水开发区

烟囱冒烟的越来越少了，工人也越来越少了，这说明企业

经营已经举步维艰了。

该企业主同时表示，亿元规模的企业会被 1000万元
左右的借贷和后续官司击倒，“二三十年的心血就这么毁

于一旦，太令人心疼了。”

“老高”的逻辑：还不起钱就要股份

“我的企业就已经步入‘死亡模式’。”8月 21日，浙
江致健家私法人代表、董事长黄菊云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说，公司存在已将近 30 年，在 2011年时
资产总额就已经过亿元。“因为贷款到期需要过桥资金，

我通过民间借贷进行了几百万元的融资。当时银行方面

跟我保证，钱还进去后一定还能贷得出来。”

黄菊云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某商业银行的贷款合同。

“我们之间的合同已经签好了，但钱还进去后银行说最后

由于总部没批，我的贷款不能再贷出来。但‘老高’可不听

我的解释，他们说要我企业80%的股份才罢休。”
在丽水当地，放高利贷者被称为“老高”。为了规避法

律风险，“老高”们通过签订阴阳合同和银行走账等方式，

让高利贷合法化。甚至有企业反映，“老高”还采取诉讼、

财产保全等手段侵吞他们的企业资产或股份。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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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招牌药品牛黄解毒片“砷超标门”风波还未平

息，其“同门兄弟”乐仁堂近期被爆药品胃肠安丸中含有

人工麝香、大黄等孕期禁用成分，但在该产品外包装的注

意事项、禁忌人群中并无标明任何“孕妇慎用”等字样。

“麝香、大黄都是孕期禁用的药品，这个药（胃肠安

丸）既然有这些成分，最起码应该标明，告诉孕妇不要吃

这个药。但是这个药的注意事项上根本没有标明孕妇慎

用。”家住天津市的杨女士告诉记者，停药时，她已经吃了

3天的胃肠安丸了，现在有点担忧，不知道会不会对胎儿
造成影响。

胃肠安含麝香遭质疑

在选购药品时，人们往往并不关注成分说明，而是直

接看禁忌或是注意事项一栏。

“我选购的一般都是中药，不过也很少会仔细看（药

品）成分。”杨女士认为，中药产品中的成分，多数都是中

草药名称，非专业人士根本看不懂，所以她并不关注。在

选购药品时，除了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外，她只看

用法用量。

记者随后采访了数位非医科专业的女性消费者，她

们均表示，几乎不看药品成分。

8月上旬，怀孕不到 2个月的杨女士觉得自己肠胃
不舒服。因为已经知道自己怀孕，所以杨女士特意去购买

了中药产品，觉得中药的副作用比较小。

“胃肠安在天津名气很大的，很多人只要是肠胃不太

舒服或者腹泻的，都会首选这款药。我原来也吃过，只是

没有注意看过产品的成分。”杨女士告诉记者，“吃了 3
天，无意之中才发现成分里有麝香，我吓得赶紧停药。”

乐仁堂制药厂隶属中新药业的下属集团，创始于

1935年，起源于北京同仁堂，是河北省成立时间最长、规
模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批零兼营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

集团之一。

当记者询问该药是否会造成有孕消费者身体不适或

者对胎儿有所影响时，乐仁堂产品经理王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药里面麝香的成分特别少，占比不到千分之三，这

个药我们做过‘三致’的药理实验，没有发现不良反应。”

随后王女士又表示，胃肠安为处方药，患者需要在医生的

指导下服用。 （下转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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