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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

房价几天一调，二手房
违约频现，日光盘已成常态，
如今，随着国内不少一二线
城市房价的暴涨，引发了新
一轮全民炒房的热潮。

这不，就连不少上市公
司也来凑热闹。继普天通信
挂牌出售北京两套学区房保
壳有望之后，近期又有几家
上市公司发布了卖房公告。

如今，继理财、补贴之
后，卖房创收、卖房摘帽成了
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又一大
高招。

以普天通信两处学区房

的评估价格 2272.62 万元作
为比较，今年上半年 A 股有
955 家上市公司业绩低于这
一数字。还有很多上市公司
的半年利润陷入亏损，或者
连一套学区房都买不了。目
前在A股上市的2918家上市
企业中，有 395 家出现亏损，
另有 232 家的利润不足 1000
万元。

由此不难看出，不少上
市公司一年的业绩难抵两套
学区房。除了卖房保业绩
的，还有不少上市公司更是
看中了眼下房地产市场的火
爆，期望大赚一笔的。

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二季度末，A 股有 1305
家上市公司有投资性房地
产，合计达到 5951 亿元。其
中，投资性房地产超过100亿
元的上市公司就有12家。保
险、银行机构成为炒房上市
公司的主力军。

不可否认，相较于如今
实业的艰难，趁着房价快速
上涨的趋势，炒房确实是赚
快钱的最好捷径。尤其是现
阶段，实体经济受困于需求
下降、融资困难、成本上升等
因素，利润越来越少，企业经
营举步维艰。也难怪，著名
经济学家马光远曾将坚守实
业的企业家比作“疯子”和

“傻子”。
然而，上市公司作为实

体经济的代表，如果仅热衷
于靠炒房获取高收益，这可
能会引导更多的资金脱实入
虚，更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萎
靡。

尤其是自去年四季度以
来，出现了民间投资增速下
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的局面。这似乎成为一种写
照。

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有
效的遏制，中国经济难免会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企
业和老百姓的钱都拿来买
了房子，无论是对于其他消

费还是扩大生产似乎都已
心有余而力不足，转型、发
展、创新更是无从谈起。这
就使得实业的收益率变得
更低，金融机构也不再为实
体供血，所有的资本一股脑
地涌向房地产，从而吹起更
大的泡沫。

改变目前的局面，不仅
需要呼唤和鼓励更多的“傻
子”和“疯子”，还需要政府拿
出更多的政策支持，无论是
从通过财税政策还是通过深
化金融改革，引导资本与生
产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并
且还要为实体经济减负，从
而恢复信心。

□程昭华

拥有轻盈的身体，更容
易做出跨越性的动作。

近日，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拟对外转让漯河银鸽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事，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一边是河南最大国有企业，
一边是中国“草浆造纸第一
股”。此次转让，不只意味
着银鸽实际控制人可能出
现的变化，更是我省大型国
企首次对旗下上市公司的

“抛售”。
作为河南能化非煤产

业，银鸽曾被人看成是河南
能化多元化产业道路上的一
次完美联姻。然而5年时间，
不仅河南能化始终难以走出
亏损困局，银鸽同样陷入难
以盈利的怪圈。

看起来，银鸽被“甩卖”
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双亏给
河 南 能 化 带 来 的 巨 大 压
力。但从国企改革的大背
景看，则可解读为河南能化
清理低效无效资产的一次
举动。诚然，国企改革的最
终目标，在于将国有企业做
优、做大、做强。但在当前
形势下，仅依靠兼并重组、

提升国有资本整体功能和
运作效率的“加法”已远远
不够。如何有效剥离对于
改革无用的负担，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成为其轻装上阵
的一条捷径。

某种意义上，河南不少
国企都有穿着“棉裤棉衣”在
市场上奔跑的尴尬。鉴于国
企的身份与“体格”，一方面
其承担着地方经济、社会乃
至企业脱困的重任，需要背
负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
身对于大而全的渴求，使不
少国企不断扩展非主营链条
业务，导致企业臃肿，亏亏相

加，难止跌势。
对于国企瘦身，政府已

做了许多功课。9月初，河南
省政府连发8文，推进煤炭钢
铁行业的过剩产能清理，仅
煤炭行业，就涉及关闭煤矿
89 座，化解产能 2215 万吨。
而在一个月前，我省也开始
快速推进国有企业剥离“三
供一业”的改革步伐，全面剥
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为
国有企业减负。但可以看
到，这些动作，更多是一种外
力的助推。对于处于改革中
的很多国企来说，多方面的
顾虑，该不该减资产，敢不敢

去赘肉，至今仍有很多国企
拿不定主意。

也正因此，作为河南最
大的国有企业，河南能化在
改革大盘中的率先瘦身，显
然对于其他大型国有企业，
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事实
上，银鸽的亏损相对河南能
化的体量，仅仅九牛一毛。
但根据需要做“减法”，脱去
棉衣去赛跑的态度，显然说
明了如今国企改革路径已渐
明晰。毕竟趁着生病将顽疾
一起治疗，远好过头疼医疼
的急救，而这也是国企改革
的精髓所在。

□杨霄

方便面卖不动了，是时
下消费市场不争的事实。

上月末，康师傅交出了
近十年“最差”二季报：上半
年 ，该 公 司 方 便 面 营 收 为
15.42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13.95%；其净利润则同比下
降60.30%，跌至6082万美元。

面业霸主如此，全行业
又有谁能独善其身？有数据
显示，2015年，中国内地方便
面总产量 362.49 亿份，较上

年下跌 8.54%；销售额 490.91
亿 元 ，较 上 年 下 跌 6.75% 。
2016 年 1 月至 8 月，已有 6 家
退出市场，13 家企业在 2015
年产量下跌。除康师傅外，

“中国四强”中的统一、今麦
郎等均在下跌之列。

曾几何时，“方便面、啤
酒饮料、火腿肠”，主演了国
民的“春运神器”“加班拍
档”“创业伴侣”等一系列角
色。而今，方便面的江湖地
位却突然变得尴尬。

有人说，这是新美大、百

度、糯米等网上外卖的迅速
兴 起 ，为 方 便 面 带 来 了 噩
梦。就如加班的夜晚，泡一
碗喷香的方便面已经慢慢成
为一个怀旧场景，在各个小
区和街道穿行的外卖送餐员
已经成为新的风景。

那么，在网络外卖欠发
达的市场或消费场景下，为
何方便面依然难守统治地
位？

比如，火车站、高速公路
服务区、校园等。可见，打败
方便面的真凶，不只是网上外

卖，还有高铁提高交通效率，
连锁餐饮加速布局，方便食品
进一步升级产品结构（尤其是
速冻食品），乃至更丰富化的
零食都成了它的劲敌。

归根结底，是如今越来
越多的速食需求消费者，不
愿再为管饱肚子而亏待嘴
巴。同时，公众对健康营养
饮食越发重视，比如新鲜蔬
菜蛋肉、有质量的煎炒烹炸、
更丰富的食材组合，等等。

此时，方便面虽仍在面
桶形状、面条质量、口味花样

上进行钻研，却与消费升级的
诉求无法弥合。相反，无论是
网上外卖、自动售饭机，还是
餐饮连锁店、便利店，却都选
择了跟进消费升级的浪潮，并
借助互联网手段、外卖渠道商
完成产品的快速分销。

因此，不是方便面被打
败了，而是它这代产品真的

“老”了。正应了90后消费者
的那句话，“除非餐食时间只
有 15 分钟，除非周边餐馆确
无法选择，否则很难再找到
吃方便面的理由。”

上市公司扎堆炒房，坚守实业真成了“傻子”？

国企改革要敢于做“减法”

打败方便面的真凶不只是网上外卖

从河南省推出的近万亿
PPP项目中，记者观察到，其中
涉及到教育、医疗、养老、体育、
社会保障类的PPP项目投资规
模均比较小，甚至社会保障类
的PPP项目只有一个，投资额
仅为1.5亿元。这多少有些尝
试与探索的意味。

事实上，PPP项目扩容，从
全国层面看，在教育、医疗、养
老、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

会类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推广
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这是政
府的一项创新尝试。把PPP项
目的付费方式在传统的使用者
付费基础上，增加了政府付费、
使用者付费与政府付费的混合
方式，使PPP项目的应用领域
由传统的高速公路、能源等经
济类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

创新的内因中，还有如何
吸纳社会资本更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PPP项目中的因素。冯德
显表示，从目前运营的PPP项
目看，民营资本确实参与比例
较低。

在冯看来，这有三个原因：
一是政府早期放开的市场中，
社会资本已经进入，比如在水
务、垃圾处理等领域，市场运营
成熟度比较高、民营资本参与
较早，民营资本在社会资本中
所占比例并不低。二是政府没

有放开的领域，社会资本参与度
低，比如，在轨道交通、市政工
程、片区开发等领域，过去未对
民营资本开放，再加上投资金额
大、投资周期长，国有企业占主
导地位。三是民营资本对政府
诚信履约信心不足。PPP项目
投资金额大、回报周期长，政府
履约责任和能力至关重要。

冯德显认为，调动社会资
本参与PPP 项目开发，必须按

市场规律办事，一是创造一个各
种社会资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二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
一个规范、明确、可预期的回报
机制，比如政府的支付责任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定价
调价机制等；三是要尊重合同的
权威性，加强合同司法救济执行
力，政府要带头遵法履约等，真
正让社会资本看到参与项目开
发获得可预见的收益。

吸引社会资本，仍然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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