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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健全的监督管理体系，资本市场难免会“劣币驱逐良
币”。鼓励创新不仅要转换观念，更应以制度建设扫除市场的“创新焦虑”。

今日关键词 科技创新今日评论

以制度建设扫除“创新焦虑”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科技日报》报道，2月27
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深圳召
开全省科技创新大会，推广深圳
的经验：创新，创新，再创新。过
去的5年，深圳经济保持着两位
数的增长，2014年GDP突破1.6
万亿元，人均GDP达到2.4万美
元。在2013年全国高新区考评
中，深圳高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5200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新年伊始，在统筹计划、展望
未来的时候，很多地区都不约而
同提到一个词：“创新”。创新对
于发展的重要意义无需赘言，经
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可持续
健康发展的核心是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根本途径则在
于走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在这
样的背景中，深圳的创新经验更
具示范效应和启示意义。

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之后，
2月28日，2015年亚布力中国
企业家论坛在黑龙江召开。今
年是该论坛的第十五届，主题为
市场、法治与企业创新。多位
企业家表示，制度滞后让创新
者有风险，如果法治不到位，对
公平竞争的实现会构成威胁。
对于多数地区来说，艳羡于深
圳创新收获的同时，如何化解
企业家的“创新焦虑”，显然更
为重要而迫切。

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人、财、

物等方面的投入，而技术创新不
仅过程复杂，其结果也具有不可
预测性，这些使得企业技术创新
具有较大的风险。知识产权保
护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
的动力，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不仅会使企业的知识产权这种无
形资产造成流失，而且必然使首
创者丧失其技术创新优势以及继
续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少企
业家抱怨“知识产权保护太难”，
而这首先就体现在专利获得法律
保护所需的时间过长。按照国家
专利法规规定，新产品、新工艺或
新材料发明3年以上才能受到法
律保护。换句话说，在这长达3
年的时间之内，创新成果实际上
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这也就为
无数鱼目混珠者提供了窃取他
人专利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窃取专
利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侵权者所
付出的违法成本明显过低。巨
额的利润回报以及低廉的违法
成本，使得许多企业不愿投入资
金自主研发，而是想方设法窃取
他人的专利以从中牟利，甚至以
此为“优势”对专利拥有者展开

“价格大战”。这不仅扰乱了市
场秩序，也很容易把发明者及其
企业置于死地。“谁创新谁倒霉”
的背景下，企业难免近乎本能地
回避创新风险，最大限度地压榨

现有技术手段的含金量，随之而
来的是大规模的相互克隆现
象。山寨流行的市场看起来热
火朝天，但核心技术的命门却
牢牢掌控在跨国公司巨头的手
中，由此很难摆脱“廉价劳动力
市场”这样尴尬的落后帽子。摊
薄了技术创新成本之后，国内企
业竞争大多集中于生产经营成
本的低层次上，创新动力丧失的
结果是整个行业在国际竞争中
处于劣势。资料显示，我国生产
黑白显像管早于韩国5~6年，彩
管几乎与韩国同时从日本引进，
如今韩国液晶显示屏技术已接
近或超过了日本和技术发源地
美国，而国产企业依旧很难走出

“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
困境。

林肯曾说，“专利制度是在
天才的创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
这种燃料”。现实情况是，“利益
这种燃料”经常被侵权者窃取，如
此一来，“天才的创造火焰”到底
能维持多久呢？市场经济环境
下，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依赖于
法律的调整，监督执法机构的规
范。如果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
健全的监督管理体系，资本市场
难免会“劣币驱逐良币”。从这种
意义上看，鼓励创新不仅要转换
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应以制度建
设扫除市场的“创新焦虑”。

春节期间，有多达45万中
国游客赴日消费，购物消费近
60亿人民币。电饭煲等传统热
门商品依然畅销，温水洗净马桶
盖成为今年的一大购物热门。
春节前夕，家住杭州的王先生赴
日本旅行，在大阪的电器商场，
王先生惊奇地发现，马桶盖的外
包 装 上 赫 然 印 着“Made in
China”，产地竟是杭州下沙。
一只杭州生产的马桶盖，漂洋过
海出口日本，最后中国游客们又
费力地运回国。有网友吐槽道：

“这是一只马桶盖的日本自由
行。”（据《北京青年报》）

围绕着智能马桶盖，种种舆
论起底与民间争论，正不可逆转
地发酵着。最新消息显示，被视
作日货“新神器”的马桶盖，产地
竟是杭州下沙，这俨然让好多人
惊诧不已。马桶盖被运出去，然
后又被抢回来，像极了一场荒诞
的搬运游戏。对此，有人吐槽连
连，有人扼腕叹息，实则都是可
以理解的。只是问题在于，在互
联而又分工的全球市场之内，

“原始产地”到底身处何方，是否
仍然是一个有象征性和决定意
义的要素？

据报道，最近红极一时的马
桶盖，实际产自“松下电化住宅
设备机器(杭州)有限公司”。由
此，我们必须承认该公司确在杭
州；可我们同样应意识到，其持
有者乃是日本企业，其立厂定位
乃是来料加工、组装生产。这事
实上意味着，所谓智能马桶盖，
虽然是“中国制造”，但依然是不
折不扣的日货。日企将中国工

厂的产品运回本国销售，可谓合
情合理。中国游客境外消费对
其趋之若鹜近乎疯狂，才是值得
解剖的诡异现象。

在现代产经格局中，商品制
造环节的选址，更多还是考虑人
力成本、资源价格等上游因素，
而不必然追求在地化的就近销
售。就此而言，“一只马桶盖的
日本自由行”，着实不足为奇
……事实上，智能马桶盖几年前
就已引入中国市场，只是一贯销
量平平。却不承想，赴日中国
游客在日本商场里，反倒为之
大肆抢购。此一现象看似是

“商品回流”，本质上还是一种
精致生活方式的传播与仿效。
智能马桶盖，把它置于外国进
行展示后，方才具备了更令观者
认同的魅力。

一种新兴产品，越是被广泛
使用，便越是能强化自身的吸引

力。中国游客对身边商场熟视
无睹，却不远万里赴日抢购马桶
盖，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旅游业，
早已在兜售一种“购物游”、“科
技游”的概念，轮番劝说下游客
极易被其说服；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日本商品用于日本社会后，
其所营造的优质生活图景，激发
了游客强烈的效仿、跟进欲望
——凡此种种，都不是现阶段的
中国市场所天然具备的。

时至今日，智能马桶盖之
争，已经越发走向两种情绪极
端。境外消费的盲目盲从，不仅
引发了关于消费力外流的担忧，
更触动了国人敏感且脆弱的自
尊心、自豪感。各种因素交织一
处，终于让一个马桶盖，成了必
须被刨根问底的对象。只是又
有谁能说清，这种激昂的追问之
后，我们到底想要哪样的答案？

“中国制造”，不一定全是国产货
□然玉 文 王成喜 图

“女处长”延迟退休并非改革终点

□苑广阔

55岁退休还是60岁退休，
即日起处级女干部可以自由选
择了。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中
的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
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将年满60周岁退休，该通知自
3 月 1 日起执行。（据《长沙晚
报》）

该通知的发布，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
因为通知的规定涉及全国范围
内成千上万人的退休年龄、劳动
权利等诸方面的问题，涉及一个
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另一方面，
延迟退休的政策虽从“女处长”
始，但肯定不会到“女处长”结
束，以后延迟退休的范围可能会
进一步扩大，比如从“女处长”向

“女科长”乃至普通的女性劳动
者延伸，或者是从“女处长”向

“男处长”“男科长”延伸等。
而在我看来，该通知的亮

点之一，就是在满足那些愿意
延迟退休的女性劳动者的诉求
之外，并没有一刀切地强制性
要求符合条件的女性劳动者全
部年满60岁再退休，而是规定
60周岁退休并不是硬性要求，
上述符合条件的女干部和女性
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在 55 周岁
时申请自愿退休。这也就意味
着，是按原来的规定退休还是
延迟退休的权利，完全掌握在
符合条件的女性劳动者手里，
体现了对女性劳动者的充分尊
重。比如一些符合延迟退休条
件的女性劳动者就表示，虽然

自己可以在新政策之下延迟退
休，但考虑到个人身体条件、家
庭因素等等，还是愿意在原来
规定的年龄退休。

与此同时，该政策也引发
了部分网友和公众的争议，原
因就在于“正、副处级女干部和
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
人员”的条件限制。因为在很
多人看来，这种以职位、职称区
分延迟退休资格的做法，对那
些不是正、副处级女干部和没
有取得高级职称，但同样愿意
延迟退休的女性群体来说，未
免有失公平公正，甚至存在以
职位和职称高低取人之嫌。

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妨
理性看待。一则，正、副处级女
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
业技术人员，总人数不是很多，
让她们率先延迟退休对现实状
况影响不大；二则，正如前面所
说，“女处长”延迟退休只是一
种探索，一种试点，在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之上，必然
会在延迟退休的年龄，延迟退
休的劳动者范围方面做出调
整，以满足更多劳动者延迟退
休的愿望。

反过来说，如果现在国家
不分职业，也不分行业，不分岗
位，一刀切地要求女性都在60
岁退休，那么势必也会引起质
疑和争议。所以说，目前这种
可以由劳动者自愿选择的延迟
退休，应该得到公众的理解与
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
完善调整后的政策，必然会让
更多人从中受益。

城市雕塑为何频现硬伤？
□王石川

安徽省铜陵市以产铜著
称，在当地公园广场随处可见
铜雕。而最近，当地知名景区
江南文化园内，一尊“李白举杯
邀明月”的铜雕引起争议。只
见雕塑中的李白颇为风雅，可
手中举着的酒杯却可能是一个
比他生活的唐代早两千年的商
代铜爵。2 月 26 日，铜陵市旅
游局相关人士表示，将建议园
方及时更换。（据《东南快报》）

唐代的李白举着商朝铜爵
邀明月，答案也许只有一个，铜
像的设计者本想显示有文化，
却闹了没文化的笑话。

类似的笑话并不少见。比
如，湖北武汉东湖学院内有一
尊东汉天文学家张衡的雕像，
张衡身上衣服的左衽和右衽搞
反了，前襟向左，右边一片压住
左边那片。众所周知，按照中
国古代习惯，只有死者和部分
少数民族才这样穿。比如山东
德州市古运河景区内的一座雕
塑，其简介牌上将“鬲”字的注
音“ 鬲（lì）”标 注 成“ 鬲
（gé）”……

不管大错还是小错，错了
就是错了，错了就得纠正。遗
憾的是，尽管错了，有些管理人
员似乎不以为然，且振振有词，
比如张衡的衣服被发现雕错
后，东湖书院一名工作人员强
词夺理，“不是我们做的，即使

错了，也是厂家的问题。”即便
是厂家的问题，但学校的审核
方总有责任把关吧？再说，问
题雕像出现在文化人聚集的校
内，岂不有辱斯文？

雕像频现硬伤，最该受到
质疑的当然是制作方，工人没
文化，设计者底蕴差，或者过于
粗疏，对历史常识掌握不够，正
如有学者所称，“此类情况不
少，这是当代人对历史的陌生，
也是快餐时代对细节忽视所
致。”萝卜快了不洗泥，贪快求
急，确实容易出错。但是，仅仅
将原因归咎为快餐时代并不客
观，速度再慢，如果对历史知识
不掌握，对文化常识很疏远，也
难免出错。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雕塑
家吴为山认为，目前的城市雕
塑整体上存在不少问题，比如，
思想精神取向不明确、混杂；艺
术性不高，创造性不够，相互模
仿，题材形式雷同；工艺与工程
制作粗糙。应该把城市雕塑的
建设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因
此他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制定城市雕塑
行业全国性的法规和行业标
准。”城雕建设该不该立法、如何
立法，应由专家人士探讨，但就
目前而言，减少乃至杜绝硬伤，
少闹文化笑话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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