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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

透视“世界500强”中的央企竞争力

陈春花的故事，新篇不断。

华为切割之后，北大与陈春

花缘尽。北京大学日前发布声明，

称近期对陈春花老师的有关情况

进行了调查。8月3日，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收到了陈春花老师

的辞职申请。学校按程序终止其

聘用合同。

一个网红专家从盛极一时，

到漏洞百出不过一个月时间。陈

春花对于争议给出了自己的解

释，但未经认证的博士，与华为牵

强的一面之词，都不足以证明陈

春花含金量。

不同的是，被各种力量营销

的陈春花，很快也在各方的撕扯

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极

大的信任危机。

这些年，互联网沉迷下沉，也

不忘向上仰慕学者、专家。曾“同

为”北大国发院的薛兆丰，人大经

济学博士任泽平，来自美国沃顿

商学院的郎咸平，都在大众网友

面前异常活跃。

作为网红经济学家，他们把

高等学府的知识变成了可以普

遍传播的产品，拉近了网民与专

业知识之间的距离，也一并营销

自己。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自媒体

时代，每个人都有随心所欲表达

和包装自己的机会。立人设轻而

易举，有了粉丝、甚至拥趸的他

们，一边享受着被举高高的流量

红利，一边承受着关于身份的“去

伪存真”的考验，关于学识“打破

砂锅”的追问。

在信息不对称的年代，受语

言等多重因素影响，各式各样的

文凭蒙混过关。但现在，不行了。

有意思的是，把陈春花们捧

上神坛的人，或许也是亲自把她

拉下水的人。

各大视频平台上，有很多账

号都在卖陈教授的书。这些账号

以财富、管理、名人等为标签，制

作了大量的统一化内容。

从资本角度讲，网红经济的

逻辑十分简单，它是生产流量和

吸引流量的单元，而流量最终的

目的是实现变现。

网红经济学家同样有着一脉

相承的逻辑，他们把自己变成一

个巨大的IP，围绕自己，生产各种

产品，运筹帷幄，风生水起。

知识风口下，网红专家热衷

于给大众讲故事，也是他们以知

识之名用来动员大众消费的核心

密码。

流量反噬，那些“激活个体”

的理论，那些“价值共生”的讨论，

那些“向上管理，向下负责”的学

说，可真可假，但陈春花们以假乱

真越来越难了。

有意思的是，同样活跃于互

联网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在社交媒

体表示，“原来华为与陈教授割席

声明之前，发过沟通函并通过第

三方沟通过，但未获回应”。

任泽平说的是真是假，外界

并不知情。不过，目前可以看清楚

的是，华为与陈春花教授无任何

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

了解华为。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管她花

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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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风口里
网红专家的花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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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暂停天然

砂对台湾地区出口时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决定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相关措

施自2022年8月3日起实施。

不是首次禁止出口

天然砂是由自然条件作用（主要是岩石

风化）而形成的，粒径在5毫米以下的岩石颗

粒，包括河砂、海砂、石英砂等，广泛用于建

筑、制造等行业。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国大陆首次禁

止对台出口天然砂了。2005年8月，大陆提

出了抑制“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两高一

资）”产品出口的宏观调控政策。天然砂属

于资源性产品范畴，出于保护资源和环境、

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2006年12

月，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发布第87号公告，

宣布自2007年3月1日起恢复禁止天然砂出

口措施。

2007年11月14日，时任商务部台港澳

司司长唐炜表示，台湾岛内砂石资源短缺、

供应严重不足、价格暴涨，砂石业、营建业

乃至整体经济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迫切

希望大陆方面尽快恢复天然砂对台出口。

同年12月，中国大陆宣布恢复向台湾地区

出口天然砂石。

据商务部2007年的文件显示，当时

台湾地区天然砂进口量的90%以上来自

大陆。

新黄河新闻客户端援引2017年12月的

台媒报道称，当时台湾北部建筑市场进口砂

石占约四成，几乎九成依赖大陆，一旦大陆

停供，北部“砂石风暴”隐然成形。

去年1-11月两岸贸易额再增

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两岸

贸易关系十分密切。据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介绍，2021年1-11月，两岸贸易总额

2982.8亿美元，同比增长27.3%。其中大陆

对台出口707.7亿美元，同比增长31.2%；

自台进口2275.1亿美元，同比增长26.2%。

大陆新设台资企业5923个，同比增长

34.7%。

进出口额增长得益于中国大陆持续

的政策支持。近年来，我国多次出台惠台

经济政策。2021年，我国出台“农林22条

措施”，其第22条提到，支持台湾同胞、台

资企业与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产品经营企

业、协会合作，推介、销售优质农产品。支

持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参与各类线上线

下农产品订货会、对接会，拓展大陆内销

市场。

今年海峡两岸贸易数据继续向好。根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2022年6月自部分国家

（地区）进口商品类章金额表（美元值）》，上

半年，中国大陆从台湾地区进口产品共21

类，总值超1225亿美元。其中，第16类的机

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进口金额超

1036亿美元。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冉黎黎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冉

黎黎）8月3日，海关总署《关于暂停台湾地

区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

入大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决

定自2022年8月3日起暂停台湾地区柑橘

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

陆。各海关自2022年8月3日起暂停受理台

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

鱼报关，并及时将上述情况通知辖区内相

关企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介绍，此次暂

停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柑橘类水果包括

葡萄柚、柠檬、橙等。

关于此次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输入

大陆的原因，海关总署在《通知》中指出，

去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

柑橘类水果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

大洋臀纹粉蚧Planococcusminor以及

倍硫磷和乐果残留超标。

而对于暂停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

入大陆，则是因为今年6月，从台湾地区输

入冰鲜白带鱼和冻竹荚鱼包装上检出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

6月29日，海关总署官网发布的消

息显示，因从中国台湾地区输大陆的1

批次冻竹荚鱼的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按照海关总署公告

2020年第103号的规定，大陆海关自即

日起暂停接受台湾地区水产品生产企

业东和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编

号为2FH0013/99620395）的产品申报1

周，至2022年6月29日。

我国进口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及冰

鲜白带鱼、冻竹荚鱼情况如何？《海峡导

报》引用台媒报道称，台湾地区生鲜或冷

藏白带鱼销往大陆的比率达到100%。在

报道中，《海峡导报》还引用了台湾“中时

新闻网”的相关数据：台湾地区去年生鲜

的“其他柑橘类”共外销2886吨，其中有

2483吨运往大陆，占比高达86%；“白带

鱼、生鲜或冷藏”去年外销9146吨，全数都

运往大陆，占比百分百；至于“冷冻竹■

鱼”去年外销4226吨，其中2161吨送往大

陆，占比约50%。

“大陆进口台湾地区农产品主要是

水果和水产品，但这都是我国拥有极强

竞争力的产品。像柑橘类水果、冰鲜白带

鱼和冻竹荚鱼等，在我国都具有较完善

的生产链、供应链，且产量高、品种多、质

量好。”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洪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此次暂停部分台湾地区产品输入大

陆，“而是海关对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

正当的管理”。

·新闻链接·

海关总署暂停台湾地区
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陆

8月3日，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发布，中国共有145家公司上榜。其中，中国内

地（含香港）国企和民企分别为86家和50家，平

均营业收入达到809.8亿美元，与自身去年数字

相比大幅提升；此外，136家企业平均总资产

3580亿美元，平均净资产431.8亿美元，均超过

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但是，整体来看，中国

公司盈利能力与世界500强公司平均水平的差

距较大，在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企业竞争规则

将重构的背景下，如何提升竞争力是未来发展

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86家央企国企入围500强

根据《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名单，今年

世界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37.8万亿

美元，比上年大幅上涨19.2%（该榜单有史以来

最大的涨幅），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5，接近

中国和美国GDP之和。进入排行榜的门槛（最低

销售收入）也从240亿美元跃升至286亿美元。

同时，今年所有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约为3.1

万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88%，是2004年以来

最大的涨幅。

今年，中国共有145家公司上榜，大公司数

量继续位居各国之首。其中，中国内地（含香港）

上榜公司数量增长数下滑，相比去年增长的11

家，今年只增加了1家，达到136家。美国今年共

计124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2家。

具体来看，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

中石化分别位居第三、四、五位。此外，小米、比

亚迪、顺丰控股等中国企业也上榜。其中，小米

排名第266名，相较上一年提升72名。自2019

年首次上榜以来，四年间小米排名提升超过

200位，是同时间段内排位上升最快的中国科

技公司。

就中国内地（含香港）上榜国企和民企相较

而言，86家国企平均营业收入923亿美元，营业

利润39.5亿美元，总资产4153亿美元，净资产

508亿美元；50家民企这四个数字分别为614亿

美元、44.2亿美元、2608亿美元和349亿美元。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上榜民企的销售收

益率是7.2%，总资产收益率是1.7%，净资产收

益率是12.7%。上榜国企的三个指标则分别为

4.3%、0.95%和7.8%。

从国企和民企的相关数据来看，上榜民企

的经营状况似乎优于国企，盈利能力也强于国

企。对此，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

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由我国基本国情赋予

央企、国企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它们所处行业领

域共同决定的。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

则直言称：“仅从盈利能力不能完全客观地评

价我国央企、国企，它们还承担着较多的社会

责任。”

下半年瞄准净利增长6.5%

央企、国企为我国经济发展夯实基础的

同时，也在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国资委

官网数据显示，2022年1-6月，中央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19.2万亿元、利润总额14093.6

亿元、净利润10857.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1%、6.1%。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疫情反复、国际局势

新变数增多等超预期因素，国资委党委深入开

展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推出稳增长10项举措。

上半年，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助力中小企业

纾困解难7方面27条举措。据了解，华润集团、

中国融通集团等企业上半年累计减免房租

104.4亿元、惠及中小企业超5万户；有关汽车央

企积极落实商用货车消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

持措施；电信央企采取有效措施，对中小企业宽

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

提高，营业收入利润率保持较高水平，资产负

债率总体保持稳定，投资贡献持续加大，有力

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国资委

相关负责人在7月16日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

班上表示。

同时，今年也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

官之年。对于下半年的收官战，国资委提出要

高质量实现全年净利润增长6.5%的目标。如

何打好下半年的收官之战？中国企业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李锦此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改革行动临近全面完成，为了保证

在2022年底前顺利收官，需要根据2021年的

考核结果对改革效果进行再评价、再检验、再

深化，从中查找问题、寻求经验。而洪涛则认

为，需把重点放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

能力两个维度。

竞争变局中的支点

虽然利润不是唯一客观评价央企、国企的

指标，但这也的确反映了企业的生命力。把视

线放到全球，从《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来看，

中国145家公司上榜，公司平均利润约41亿美

元，虽然与自身相比有所提升，然而世界500强

平均利润同期上升至62亿美元。例如，上榜的

美国124家企业平均利润高达100.5亿美元，几

乎接近中国上榜企业的2.5倍。中国上榜企业

利润及其增速远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在全球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

盈利能力强的主要是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我

国除金融领域外的央企、国企，更多偏向传统制

造业领域，没有高新技术领域整体利润率高。即

便是金融领域的央企、国企，也还承担着非常多

的宏观调控、基础设施建设等非市场化的项

目。”对于我国央企、国企在盈利能力上和世界

500强企业的差距，王鹏认为服务范围的不同

也是原因之一：“美国的很多企业是跨国公司，

立足美国、分布全球，我国很多央企、国企的业

务范围主要还是局限在国内，并没有在全球进

行产业布局。”

眼下，全球产业链正在重组，全球企业竞争

规则也将重构，未来的中国大公司也将面临更

严峻的挑战。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央

企、国企如何提升竞争力？

对此王鹏提出“调结构、走出去、促转型”这

三个建议：“调结构方面，把盈利低的业务线条

进行合并优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提

质降本增效的效果；在‘走出去’方面，充分借助

‘一带一路’平台以及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往来，

在全球开拓市场进而提升盈利能力；在促转型

方面，可借力数字技术进行转型。”

洪涛则表示，央企、国企承担较多的社会责

任，市场灵活度相对较差。在改革开放的背景

下，可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进一步完善体制和

机制建设，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央企、国企的

数字化转型，成为名副其实现代企业。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陆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