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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到市场的伟大实践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40年经验启示录

理论和实践的伟大突破

这是一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年
度计划表，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提请全国人大
审议。薄薄的3页纸中，分项列出当年的经济
社会发展预期指标，其中为数不多的约束性指
标，集中在民生和环保领域。

“现在只有薄薄的几页。而在计划经济时
期，小到一个车间的螺母，都要列明计划生产
的数量，当时办公室里各类计划要堆到天花
板。”国家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一张年度计划表，折射了40年间世界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艰难
求索。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市场主体从不足50
万户增加到目前的1亿户以上，增长了200多
倍；

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市场调
节价的比重从1978年的3%上升到近98%；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 . 5%，经济总量
增长200多倍，制造业总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
第一，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商品短
缺和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多种经
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初步显现。”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是实践的先导。40年
来，正是在理论的不断突破创新中，深刻镌刻
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轨迹———

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
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再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
化，从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
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
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表
述，用“逗号”取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
的“和”字。

“一个标点之变，进一步宣示了党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心和立场。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揭示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抓住了解决中国一系
列现实问题的根本。”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杨伟民说。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塑

北京，国家博物馆。
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109枚行政审批公章

被永久封存。曾经，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
市场的“关卡”，牢牢束缚住企业与市场的活
力。

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还市场更大生
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力
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
到位的问题；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
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体制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重点领域基础性改革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梁八柱”
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频频
破题，一些多年久拖不决、久攻不下的难题逐
步突破。

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壁垒进一步消
除；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
强；价格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
破，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营改增全面完
成，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信
用体系加快建设……一系列改革举措，改善了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

在中国，现在每天有超过1 . 8万户企业破
土而出。过去5年，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80%。

加速涌现的市场主体，成为中国经济最富
活力的动力源泉。其宏阔的时代背景，正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及其推动
的经济大发展和大转型。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简政减税降费，严格保护产权，为各
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一系列扎实举措昭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更加清
晰，脚步更加坚定。

改革行至中流，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实现各种所有制
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产权保护制度有待完善；要素市场建设相
对滞后，成为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技
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垄
断行业改革还需发力；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关系仍是重大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
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
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
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更加清晰。

今年6月底，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对外公布，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
造、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连锁加油
站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取消。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基于改革开放40
年来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继
续在与世界的深度互动中不断完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下一步
要加大重点难点领域改革力度，继续研究和推
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精准发力深
化“放管服”改革，结合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着力完善产权制度。加快人才、土地
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石油天然气管网
运营机制、配售电改革。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
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蓝图已经绘就。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完善现代化经济
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
业活力，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
境界。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刷”出来的订单、“编”出来的赞———

你住的网红民宿可能是“刷”出来的

入住体验很差的民宿

能靠“刷单”火起来

浙江一位经营民宿的王女士透露，她去
年新开了一家民宿，开始完全接不到订单，
更无人评论。但她惊讶地发现，同一景区新
开业的一家客栈，刚刚两个月评论就有100
条，在平台上的排名一路领先。

一问才知道，这家客栈并没有接到订
单，而是花钱请人刷单，获得流量支持，迅
速提升了曝光度。王女士也把房源投放到10
个OTA(在线旅行社)平台上，并找人“刷
单”、写评论。

河北的李方今年年初开办民宿，他通过
百度贴吧找到“刷手”，以一单3至10元的
价格，平均一个月“刷”30单，自家民宿很
快在平台推荐榜单的热门关键词中排名第
一。“很多人都‘刷’。不‘刷单’就没有
流量、业绩，店铺就不可能被消费者看
见。”李方说。

业内人士透露，“刷单”在民宿行业较
常见。当前，大理、丽江一些民宿客栈的从
业者，日均花费千元左右“刷单”。

据悉，还有不少网红民宿是通过微信公

号和小程序对外接单，想要“刷好评”非常
方便。一些基建装修甚至选址环境都不好的
民宿，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渲染火起来，实际
入住体验很差。

假消费 假好评 删差评

“刷单”成了专门的生意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人专门做民宿“刷
单”生意。他们往往潜伏在民宿业微信群
中，伺机搭讪聊生意，服务项目包括刷成交
量、刷好评、删差评等。

记者进入名为“酒店单群”的微信群，
发现不少商家在其中发布“刷单”需求，
“刷手”自由接单，每条费用为3到10元。

记者发布一条购买“刷单”服务的信息
后，很快就有名“刷手”接单，声称他给今
年9月才开张的桂林一家民宿“刷单”，一
个月内就使这家民宿在平台达到最高分。

记者在微信上联系到另一个“刷单”中
介，其朋友圈充斥着各类“刷单”广告。他
说，小规模的“刷单”商往往是一个手机，
换着账号下单，这样几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很
多单，但是被查的风险高。而其所在的公司
有自己的“刷单”团队，一个人只做一单，

每天换不同的人给商家做，风险较低。
曾从事“刷单”的小陈告诉记者，一般

“刷单”流程如下：“刷手”先在商家进行
虚假“消费”，刷评价所需评语和照片都由
商家提供。“刷单”完成后，商家把“消
费”本金和佣金一起支付给“刷手”。

“我兼职‘刷单’那会儿，每单佣金最
少2元最多十几元，一个月能刷200多单，最
多能挣2000多元。如果商家不给钱，我就给
他刷差评。”小陈说。

删差评是如何实现的？记者调查了解
到，国家加大治理力度后，第三方“删差
评”已经很难实现。一些民宿从业者要么直
接联系消费者赔钱认错，请消费者删除相关
评价，要么请专门团队接单，后者想办法促
使消费者删差评。

极端情况下，一些“刷单”团队还会对
消费者威胁恐吓。删帖难度加大助推了收费
价格“水涨船高”，每条收费从原来的几十
元上涨至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刷单”透支行业公信力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
告称，2015-2017年，我国共享民宿营业额年

均增速65%，预计2020年，市场交易规模有
望达到500亿元，房源将超600万套。

“刷单”透支行业公信力，国家层面正
在加大依法治理的力度。新修订后自今年1
月1日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
者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
虚假宣传，违者将被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介绍，
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商法规定，电商平台
经营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有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电商平台经营者擅自删除消费者评价的，都
将视违法类别和情节轻重受到惩罚。

专家表示，斩断“刷单”链条，要坚持
堵疏结合，治标更要治本。从电商评价体系
看，很多平台根据民宿销售额高低决定是否
将其优先推出。而影响从业者在平台内的
“默认排名”因素，主要是销售分、佣金
分、点评分等，分别对应销售量、向平台交
纳的佣金高低、好评数量，这就为从业者
“刷单”提供了动力。

多位民宿从业人士建议，电商应设计更
合理的排名规则和激励方案，不唯“好评”
论英雄，给“菜鸟”机会，扶持其成长。

成都最近出台的民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鼓励社会机构开展民宿服务质量与信用
评价，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舆论监督，确
保民宿经营者和第三方平台诚信经营，进一
步挤压“刷单”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十一”长假期间，不少游客选择在民宿住宿，订单量和评价是

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但记者调查发现，无论订单数量还是评价内容，都

有可能是“刷”出来的，有的网红客栈甚至每天花千元左右“刷单”。

一些基建装修甚至选址环境都不好的民宿，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渲染火起

来，实际入住体验很差。

林青：愿将满腔热血

换来幸福人间
林青，原名李远方，

又名李肃如，1911年出生
于贵州省毕节县。因家境
贫寒，早年在一家商号当
学徒。1927年考入西南美
术专科学校。1929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来到上海，在沪东
团区委工作。1931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32年，林青被英租
界巡捕房逮捕。1933年，
出狱后返回家乡毕节，投

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发展进步青年入党。
1934年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并担
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林青在毕节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而有成效。
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革命的群众团
体——— —— 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文艺的方式推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闻
讯来到遵义，找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
汇报了贵州党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

李维汉代表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
指示林青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
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
秘密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交给中
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作出了贡献。

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
先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妄图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
织，被林青坚决拒绝。敌人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和
死亡威胁，妄图撬开他的嘴。面对穷凶极恶的敌
人，林青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

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行刑
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
党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
从容面对死亡。凶残的敌人为阻止他，竟然用刺刀
刺进他的口中……林青英勇就义，年仅24岁。

(据新华社贵阳10月4日电)

林青资料照片

新华社专电 国际原油价格3日继续上涨，英
国伦敦布伦特油价一度攀升至86美元以上，创将近
4年来新高。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一天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呼
吁降油价，但美方政策是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之
一，特朗普应该“照照镜子”。

鉴于油价不断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一个月
多次呼吁“欧佩克”增产。而普京认定，油价上涨
相当大程度上缘于美国现任政府“不负责任的政
策”，美方政策“直接影响全球经济”。

在3日举行的第二届俄罗斯能源周开幕式上，
普京表示，俄罗斯在必要时可以增加石油产量。普
京说，当前俄每天石油产量已增加40万桶。在必要
情况下，每天还能增加20万至30万桶。

油价再涨 普京说特朗普应“照镜子”

俄在必要时可增加石油产量

据新华社德国不来梅１０月３日电 欧洲航天局
（欧航局）局长扬·韦尔纳３日透露，欧航局希望与
中国在航天领域加强合作，一些欧洲宇航员正在学
习中文，为以后可能更多的合作作准备。

一年一度的世界航天界最大盛会国际宇航大会
正在德国城市不来梅举行。韦尔纳在会议期间告诉
新华社记者，欧航局非常希望促进航天领域的国际
合作，而中国是国际航天合作的一个积极参与者。

韦尔纳说，欧洲和中国在航天领域已开展许多
合作，欧洲宇航员还曾前往中国与中国航天员共同
训练。多名欧航局宇航员正在学习中文。

“这也是在为以后和中国开展更多的航天合作
作准备。”韦尔纳说，欧航局也非常信任中国的
“神舟”飞船，希望欧洲宇航员以后能有机会搭乘
“神舟”进入太空。

欧航局局长：

欧洲宇航员正在学中文

（上接第一版）下一步，考验的将是与资本的
融合能力、对市场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对互联
网时代创新产业化的驾驭能力。

当下，互联网的竞争越来越“赢者通
吃”。山东工业家底厚实，很多大企业都开发
了自己的云平台，从自用角度，不乏高水平，
但很少能谈上对行业的整合和溢出作用。省经
信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对于山东，错过了消费
互联网，一定不可再错过正在起势的工业互联
网。未来2-3年是工业互联网规模化扩张发展
的战略窗口期，机遇稍纵即逝，发展迫在眉
睫，我省需抓住机会，精心谋划。

“全国都在搞，问题是谁真的在搞，搞
得真有用，真把大数据、云计算的力量加入
实体中去。”浪潮云服务集团总经理宋若翔
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关键就在
于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底层架构。
技术创新的框架已然搭起了，产业的框架该
如何延拓？浪潮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孙丕恕提出：浪潮将在高端服务器赢得

的加速发展机遇上，进一步向“云+数”转
型。今年3月，浪潮牵头成立山东省工业互联
网产业联盟，旨在通过融合发展，推动山东
智能制造。

塑“名片”：

拓点成面放大聚集效应

盘点全省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亮点
有，却很难从点变成带、变成面，缺乏像杭州
电商、武汉“光谷”、贵阳大数据这样真正能
够对高端资源形成虹吸效应的区域名片。根据
工信部公布的数据，山东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
专利申请量不及广东的1/4、江苏的1/2，知识
产权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差距。产业竞争
力、效益水平更是有待提升：全省信息技术产
业80%以上企业从事代工制造和组装加工贸
易，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即便全省6
家入围全国电子百强的企业，平均利润率也仅
为6%。

锻造区域名片，既需要市场的创新力量，
也需要政府的战略布局和推动，需要在一个个
点上集聚体量、能力，从而突破带动，而不是
面面俱到、贪大求全。

今年，青岛开始在集成电路领域集中发
力。5月18日，由芯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
司投资设立、国内首个CIDM集成电路项目在
西海岸新区开工建设。这是素有“中国半导
体之父”之称的中芯国际创办人张汝京第三
次创业，项目最终落地青岛，引发业界高度
关注。

据悉，该项目一期、二期总投资约150亿
元，其中一期总投资约78亿元，建成后可以实
现8英寸芯片、12英寸芯片、光掩膜版等集成
电路产品的量产。活动当天，芯恩还与8家集
成电路产业知名企业签约，携手打造国际芯片
产业园。同时，还将与青岛大学合办“微纳科
技技术学院”，为产业发展培养人才。

CIDM集成电路项目经济、社会效益显
著，不仅能弥补我省集成电路产业空白，通过

提升高端制造业核心配件国产配套率，还将支
撑我省乃至全国家电、汽车、机械制造等产业
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此外，中科院青岛EDA中心4月落户青岛
市崂山区，为全省首家EDA中心。7月，2018
年国际集成电路产业投资(青岛)峰会在青岛举
行，即墨区人民政府、青岛城投集团与耐威科
技、泰睿思、矽力杰等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签
署合作协议，将在青岛微电子产业园建设12英
寸先进模拟芯片集成电路产业基地、OLED面
板设备制造、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氮化镓等多个
项目，集聚态势初显。

打造区域名片，不能忽视软环境、软实力
的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突出特点，就
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我们正在亲历一场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
不仅是技术的变革，更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唯
有打破边界，重构要素，才能释放计算力，激
活各行各业。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生活明显改善、

经济活力创新力不断增强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拒绝当被告

美国又“退群”
新华社专电

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3日说，美
国将退出一项国
际协定，以免受
国际法院管辖；
而且，美国将重
新审视全部这类
协定。

博尔顿在记者会上说，总统特朗普决定，美国
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
择议定书》。按照议定书，国际法院对争端有管辖
权，除非争端当事方决定以其他方式自行解决。

伊朗和巴勒斯坦今年分别在国际法院对美方提
起诉讼。伊朗方面要求美方停止对伊制裁；巴勒斯
坦方面指控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
耶路撒冷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国际法院3日早些时候作出初步裁决，要求美
方取消对伊朗制裁中关联人道主义的项目，涉及医
药、食品和民航。

伊朗方面提出指控的依据是，美方制裁违反伊
美1955年签订的友好条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日
说，这一双边条约作废。

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与伊朗巴列维政权签
订这一条约，拉拢盟友、抗衡苏联。伊朗1979年爆
发伊斯兰革命，伊美关系恶化并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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