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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试点开闸，是深
化金融改革，打破银行业高度
垄断，实行利率市场化的重大
举措。据悉，目前全国获得国
家工商总局企业名称核准含
有“银行” 二字的已超过100
家。首批确定由10家民营资本
参加的5家试点民营银行是从
中优中选优，考虑了五个方面
的因素：第一，要有自担剩余
风险的制度安排；第二，要有
办好银行的股东资质条件和
抗风险能力；第三，有股东接

受监督的具体条款； 第四，有
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定的
战略；第五，有合法可行的风
险处置和恢复计划，即“生前
遗嘱”。

人们对民营银行的期待是
多样性的。 民营资本期待创办
民营银行主要是青睐银行业的
高额利润； 中小微企业对民营
银行的期待是能够更加方便得
到贷款和利率优惠； 而普通百
姓对民营银行期待是在保证存
款安全的前提下有高一些的利

率回报。 民营银行要满足这些
期待，尚存在不少困难。

民营银行试点开闸到全
国推开、发展，需要自身努力，
尽快地完善、成长，也需要社
会各界共同合力推进。一是政
府部门要加强协调。二是要坚
持服务实体经济和承担社会
责任的原则。应把主要服务对
象定位于中小微企业，根据国
家产业政策开展信贷业务，防
止资金流向泡沫产业和虚拟
经济领域， 减少经营风险。三

是要重视信用建设，民营银行
设立正值社会信用环境形势
严峻，存贷业务的开展必然受
到信用环境的很大影响，所
以，应把信用环境建设放到首
要位置。四是要高度重视全面
放开利率管制的影响，重视开
拓与各大银行差异化金融服
务，避己之短，
扬自所长。

《小康·财智》2014年4月刊

对民营银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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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2014年4月刊

别站在那里埋怨“招工难”
招工难，站在企业的角度

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换作工人
的视角， 实际上是一件大好
事。年轻人很挑，这看起来是
一种态度和观念问题，其实对
接着一种新的现实、地位和实
力。 如果经过30多年发展，中
国打工者还跟以前一样招之
即来， 企业不把劳动者当人
看， 经济发展推不动社会进
步， 那发展到底有多大意义？
“招工难”，对应着中国人境遇
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 企业招不到工人，
我们也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必
须想办法予以解决。只有企业
好， 劳动者才有好日子过。中
国的制造业如果垮掉，大家的
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但解决问
题的办法不是把劳动者从他
们的“藏身处”轰出来，逼他们
到企业去应聘做工。对劳动者
进行道德谴责，本身就不够道
德，于解决问题更无助益。

企业有两张牌可打：一是
提高员工工资和其他待遇，二

是减少用工。前者是用价格杠
杆调节供求关系，把待价而沽
的劳动力高价买进来；后者未
必是压缩生产规模，可以实施
产业升级，技术密集替代劳动
密集。两张牌可以择其一张而
打之，也可以兼而用之，总之
是运用市场机制。

现在很多地方听说企业
招工难以后， 政府就着急起
来，忙着“亲自”帮企业招兵买
马，据说有的地方甚至派公务
员暂代企业员工之缺。表面上

看，这是“政府急企业所急”，
其实是政府用有形之手干预
市场，本质上是瞎掺和，不仅
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向市场
发出错误信号。

中国企业需要与时俱进，
就别站在那里埋怨“招工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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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2014年第8期

最大的危机，或是“难以预料的事件”出现
马航客机事件是一场全

球危机。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
单独解决类似问题， 但国际合
作是脆弱的。不可避免的是，多
少会展现出“各国为自己”的心
态。在应对共同挑战和威胁时，
对策可能是“各扫门前雪”。

有一种理论，是期望在出
现类似的全球危机时，中美合
作能挑起大梁。 在马航事件
中， 中美是如何合作的呢？真
如想像中那样发挥了主导作
用吗？ 还是竞争更大于合作？

把人类未来建立在中美两国
的基础上，本身是否就是一种
危险的想法呢？

据说这也是一个“个人赋
权”的时代，个人能力空前增
强。但是，最后看到的，在舞台
上表演的， 还是国家力量。但
这是打上了问号的国家力量，
它愈映衬出个人的无助和无
力，而国家自身也有可能是无
力的。类似马航客机失联这样
的不可预测事件一旦发生，可
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

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
人类还将掌握更复杂的技术，
也是更不可测的技术。 不少政
治家正在学习如何操弄技术。
人类远未走向大同。因此，比马
航事件更大的异变或灾难的到
来时，人类是否能够抵御呢？

马航客机事件令人想到，
人类最大的危机，或是“难以
预料的事件”的出现。国家的
生存今后要强化两种能力的
建设：一是硬实力，全面掌握
核心技术；二是想像力。

对后者而言，或许，应该
设立一个部门，叫做“国家未
料及部”。 它的任务就是开动
一流的、疯狂的大脑，探索出
各种异想天开的“可能性”，来
应对一切意外事件。它甚至不
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
提供寻常人不具备的心理、思
想 和 战 略 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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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2014年第16期

建立现代学徒制面临的困境
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中

原工学院副院长董丞明认为，
典型的学徒制培训应该有几
个要素：实行交替式培训和学
习， 约2/3的时间用于在企业
接受培训， 约1/3的时间在学
校学习理论知识;学徒工与企
业签订一份学徒合同;企业指
派一名师傅指导和监督学徒
工在企业接受生产技能能力
的培训;学徒工在学徒期间享
受学徒工资;社会合伙人(企业
主和工会)共同制定实训内容

和培训合同;培训结束后经考
试合格授予国家承认的职业
资格。

“学徒制培训有一定的优
势，首先是学徒制培训同就业
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学徒工的
就业前景比较明朗，大部分学
徒工结业后能被原企业录用，
如爱尔兰和德国的学徒工大
部分被原企业录用。但我国的
现代学徒制还处于试点阶段，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要
问题是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激发企业培养学徒的积极
性。”董丞明说。

记者调查发现，企业对现
代学徒制的担忧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徒工的安全和管
理问题。二是企业认为学生对
个人期望较高，导致流失率较
高，企业承担培训成本，却为
他人“做了嫁衣”。三是政府提
供的激励机制不够，企业得不
到实惠。

“建立现代学徒制， 需要

学校、学生、政府、企业4个方
面共同努力，找到共同的利益
诉求点，才能很好地推行。”董
丞明强调说，“在推进现代学
徒制之前，比较现实的做法是
推动校企开展一体化办学实
践， 大力推进校企专业共建、
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
训、 基地共享
等， 以实现优
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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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快速路如何解决交通问题
地铁发展了， 还要考虑具有门对

门和个性化优点的小轿车交通， 交通
拥堵是车辆拥堵， 所以还必须发展地
下快速路，给城市汽车交通以出路。地
下快速路和地铁是不可或缺的互补关
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

俗话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意思
是谷雨节气到来后，雨水多了起来，天气
转暖，此时正是春播的最佳时节，孕育着
生机与活力。4月21日正值谷雨时节，北
京车展拉开大幕， 车展首日奥驰便携轻
卡新品全新亮相， 这也寓意着奥驰品牌
迎来了新的生长期。

4月21日上午10点， 在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载货汽车展区， 奥驰举办了
以“驾驭未来 掌控梦想”为主题的新车
上市发布会活动，奥驰领导、全国多家重
要媒体及部分用户参加了活动， 发布会
现场在创意快闪节目的配合下， 奥驰轻
卡新品A3从“盒子”里脱颖而出，让人眼
前一亮。随后奥驰技术团队亮相，分享了
A3的产品特色、 技术突破和研发历程，
奥驰A系列车型采用的360O全方位视
野、四回路保护系统、油水分离装置、驾
驶室双层前围、 整车进行NVH分析降
振、降噪、加速平稳、舒畅、转向轻便、高
速稳定等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奥驰A3车型中，最优匹配的动力系
统，采用国Ⅳ排放标准，使动力可以更高
效、环保，同时较同类产品降低5%油耗，
奥驰新品针对环保节能的这几个技术特
点也成为发布会上的最大亮点。

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曾说：“为解
决汽车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
矛盾， 汽车行业采取了一系列诸如积极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促进排放标准不
断升级的措施。”奥驰作为五征旗下子品
牌也是坚定贯彻这一方针， 此次新发布
的奥驰A�系列车型采用的国Ⅳ排放标准
已达先进水平， 环保节能的理念也是融
合到了产品设计的方方面面。

当前轻卡市场的环保节能潮流也是
势不可挡，已是大势所趋，目前中高端产
品的市场需求已开始明显增加， 品牌方
面也形成了江铃、奥铃、东风、江淮和福
田等品牌的多元化竞争格局，排放达标、
油耗低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 以江铃为
代表的部分车企已经先发制人， 抢占了
市场先机，走在了行业的前列，而此时奥
驰A3车型的上市是否会影响到当前的
市场格局？很值得期待，奥驰发动机效率
的大幅提高、国Ⅳ排放标准的升级，这些
都将成为奥驰A3向固有市场发起冲击
的有力资本， 对于奥驰的市场前景我们
拭目以待。

奥驰轻卡新品全新亮相
环保节能成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