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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评

英联邦的新挑战

“亿户时代”对大市场监管提出挑战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国民经济的细胞，体现了市场经济的

活力。我国市场主体步入“亿户时

代”，位居世界第一，下一步更要注重

提升质量。

近年来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主要

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放管

服”改革。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

一系列改革举措，从制约百姓投资兴业

的第一道门槛改起，逐渐破除阻碍市场

准入的堵点，消除影响市场活力的痛点，

弥补市场监管的盲点，取得了很大成效。

市场主体多了说明市场微观细胞

活跃，但还要进一步做强。我国经济正

处于转型时期，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

优化升级过程中，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难

题和挑战。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高新

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等新设市场主体

快速发展，正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风向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新动力。要适应新时代新趋势，利用新

机制培育科技含量更高的市场主体新

业态。

中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市场主体有竞争才有活力和效率，有

竞争才有质量。目前，妨碍竞争和限制

竞争的各种表现还广泛存在，有些霸王

式的行政垄断、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还在

影响市场公平竞争。要改变“九龙治水”

各管一摊、“几顶大盖帽管不

住一个破草帽”的现象，对市

场监管的管理方式进行流

程再造、系统整合，维护统

一大市场的高效运行，为推

动我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创造条件。

市场主体步入“亿户时代” 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创业国

新业态打造经济新引擎

5年间增长

我国市场主体总量已经突破1亿户、步入“亿户时代”，位居世界第一。权威部

门指出，这一数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国。“亿户时代”对我

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大市场监管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新注册登记企业在 15分钟内可
完成营业执照发放，企业办事免费打
字复印、办公司免费刻制公章、办证免
费证照快递，这是北京市大兴区新推
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为企业
提供精准服务。

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会长何昕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商事制度改革为
突破口的“放管服”改革，直指市场经济
的痛点、堵点，打破了原有的各种阻碍，
激发了最微观经济机体的细胞活力。

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涉企证照
大幅精简，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等改革举措，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还权
于企业、还权于市场，有效激发了百姓
的投资创业热情，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开设企业便利度如何，是市场经
济体制健全的重要标志。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
洲说，以前创业要有注册资本，资金要
达到一定金额，还要存入银行一段时间，
各种手续批下来又要很长时间。现在
市场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这对于很
多新业态、青年创业者尤为重要。

一组数据印证了改革的成效。在
这1亿户市场主体中，近5年内增长的
数量占 70%，其中企业数量每年增长
20%。市场主体的资本总额达313.13
亿 元 ，其 中 实 有 企 业 注 册 资 本 达
302.69 亿元，比 2012 年增长了近 3
倍。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是市场经
济活力的风向标。到今年一季度末，
全国千人企业数量达22.54户，比改革
前增长了一倍。

“打通百姓的财富上升通道，一
是靠增加劳动就业取得劳动收入，二
是靠投资兴业取得财产型收入。”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说，“亿户时代”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雄厚的市
场基础。

“在全世界横向比较，我国市场
主体数量第一，不仅要看数量，更要
看市场主体的质量、成本和效益。”任
兴洲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发展突出。改革
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

“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第三产业企业量年均增速达
17.1%。在新设立企业中，服务业企
业占比近八成。教育、信息技术服务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年均新设企业
数量分别增长两倍以上。

任兴洲说，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的第三产业大量增长，中小微企业规模
小但活力强，为催生发展新动能提供了

微观基础。这表明我国经济的动力结
构发生变化，结构调整取得成效。

“步入‘亿户时代’，社会创业热
情持续高涨，促进了民间投资释放，
连接着投资和消费两端。”刘俊海
说。5年来，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增长
146%，注册资本增长近5倍。

企业吸纳了多少就业、交了多少
税，是判断市场活跃度的硬指标。统
计显示，新增市场主体创造的就业占
城市新增就业的四成。2017年，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超额完成预期目标，新
设企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2014
年以来，全国报送年报的企业纳税总
额由 2013 年的 9.66 万亿元提升至
2016年的13.65万亿元。

“亿户时代”：
从多到强靠什么？

评论

“亿户时代”催生发展新动能

步入“亿户时代”，市场应该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哪些作用？对大市
场监管提出哪些挑战？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说，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是一篇大文章，具体到每一个
领域都非常复杂。刘俊海说，“放管
服”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
措，就是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改
革红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服务于
企业发展、百姓兴业。

汪玉凯说，要适应国际贸易、国
际环境的变化，让民企、国企、外资企
业等各类市场主体都有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地位平等、共同发展、公平竞
争、互利合作、平等监管、平等保护。”
刘俊海说，在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
方面，关键是不看单下菜，平等就是
最大的保护。

刘俊海说，市场准入门槛放低了，
监管不能失灵。要在鼓励投资兴业的
同时，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
交易安全。

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说，各种经
济新业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
估量的作用。下一步，大市场监管要
线下线上并重，从监管企业转到监管
行为，依靠大数据加强信用体系和征
信体系的建设。

“摆脱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路径
依赖，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
监管体系。”何昕说，新组建的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为新时代的市场
监管开辟新格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
说，处理好简约监管和有效监管的关
系，既简政放权，又保障监管效率。在
信用良好、透明公正的市场秩序下，让
企业公平竞争、群众放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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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的资本总额

达313.13亿元

其中实有企业注册资本

达302.69亿元

比2012年增长了近3倍

中国市场主体目前达到

亿户市场主体中

在这1亿户市场主体中

其中企业数量

每年增长20%

●近5年内增长

的数量占70%

到今年一季度末
全国千人企业数量

达22.54户

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是
市场经济活力的风向标

比改革前增长了一倍

中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万户到1亿户

增长了200多倍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
1980年颁发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
条例允许申请开办私营企业

●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允许创办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市场主体在原来快速
增长的基础上加倍提速

1300多万户
9000万户

2017年2012年

目前仍保持“井喷式”快速增长

每天增长约5万户

70%

□金京艺

4月 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对于
这个节日，很多爱书的人都不会陌生。它的全称为

“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致力于向全世界推广阅读、
出版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从“诗
书继世”到“敬惜字纸”，从“腹有诗书气自华”到

“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人对于读书的热情和推崇
可谓源远流长、经年不衰。古人云：一日不读书，胸
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一个人的精
神成长与其阅读息息相关。

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信
息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国人对于读书的热情日
渐式微。互联网时代，相比很多年前的图书匮乏，
现代人不会再有“无书可读”的苦恼，倒增添了

“有书无心”的无奈。社会节奏加快，媒介形态日
益丰富，资讯获取更加便捷，人们拿着手机或其他
电子阅读器进行“快餐式”“碎片化”的“浅阅读”，
已成很多人的习惯。

不可否认，“浅阅读”在当今时代有其存在的合
理性，它能够快速获得信息，扩大知识面。但如果
仅仅把读书当成简单的消闲方式，或作为获取某种
利益的途径，其过于功利性的目的会让人在失去学
习自觉性的同时带来思维的钝化。尤其是对青少
年而言，功利性阅读更不利于其人格的完善、精神
的发育、知识构成的合理化，甚至对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塑造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如此看来，读书不仅要深阅读、博览群书，更
要精读，所以读什么、怎么读会直接影响到阅读的
收获和成效。古人读书讲究“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冯友兰先生把“精其选”

“解其言”“知其意”和“明其理”奉为读书经验，都
是在强调，对一本书要反复阅读。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浩
如烟海的传统经典，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而
青灯如豆下的手不释卷，也应是许多人记忆中的
珍藏和追求。若我们一直迷恋且停留在“浅阅读”
的层次，只会学到点“插科打诨式”的搞笑，得到
些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然是浅薄的。只有深阅读
才能让我们穿越时空，更多地体悟文字真谛和书
中三昧，熏染古人的才情和智慧，让古老的中华文
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②23

□刘晓波

英国王室最近喜事不断。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刚刚庆祝完自己的92岁生日，

孙媳凯特王妃又顺利诞下一位小王子，英国王室新迎

第五顺位继承人。小王子继承位列祖父查尔斯王子、

父亲威廉王子、哥哥乔治王子及姐姐夏洛特公主之后。

说完小王子，再说说他的祖父查尔斯王子。查

尔斯 3 岁成为王位继承人，至今仍是王储身份，成为

英国历史上“待机”时间最长的“太子”。相比于继承

王位，查尔斯王子似乎更醉心于经营自己的王室庄

园，知子莫如父，这一点想必菲利普亲王更清楚。据

英国《每日快报》爆料，菲利普亲王在私人晚宴上十分

笃定地指出，自己和女王如此长寿就是为了阻止查尔

斯继承王位，他继位有可能破坏英国的君主制度。

不仅如此，民意调查显示，查尔斯王子远没有母

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受民众欢迎，只有三分之一的英

国人认为查尔斯对王室有利，更有王室成员透露查尔

斯王子“不太好相处”，他继位很多人会被“炒鱿鱼”。

不过你看到的情势正在改观。4 月 19 日，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在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表

示，希望由其长子查尔斯王子接替自己担任英联邦

元首。查尔斯王子能否“服众”，成功接手这个“烫手

山芋”还有待观察。

一方面，查尔斯王子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远

不及伊丽莎白二世。英联邦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邦

联，随着历史的发展，联邦的光环和凝聚力大大削

减，成员国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上的鸿沟越来越

大，曾经就出现过成员国主动退出英联邦的先例。

现在英联邦由一个执政经验欠缺的王储来担任元

首，能否再现“历史上的荣光”让人担忧。另一方面，

英国“脱欧”也让一些试图抱英国“大腿”进入欧盟市

场的英联邦国家困难重重，缺少这个“利好”，英联邦

国家是否继续对英国“言听计从”还未可知。

如此看来，查尔斯王子的新头衔担子不轻。面

对英联邦国家的新挑战，查尔斯王子你准备好了

吗？②29

历史上的本周

抛弃“浅阅读”
从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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