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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讲文明 树新风树新风””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宣宣

中国证券报记者25日从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获悉，2017年，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额87.83亿元，投
资收益率5.23%。这是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首次披露年度投资收益。截至
2017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2016
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累计投资收益
额88.19亿元。

社保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社
保基金会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
责任投资的理念，按照审慎投资、安
全至上、控制风险、提高收益的方针
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确保基金安全，
实现保值增值。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17年
度）显示，截至2017年末，社保基金会
已先后与广西、北京、河南、云南、湖北、
上海、陕西、安徽、山西9个省（区、市）
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合同，
合同总金额4300亿元，委托期限均为5
年，均采取承诺保底收益合同版本，实
际到账资金2731.5亿元。

此前，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在
人社部2018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截至9月底，北京、山西等15个省
（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委
托投资合同，合同总金额7150亿元，其
中41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

资。
具体来看，2017年末，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资产总额3155.19亿元。其中，
直接投资资产934.69亿元，占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资产总额的29.62%；委托投
资资产2220.50亿元，占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资产总额的70.38%。

2017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债
余额336.18亿元，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在投资运营中形成的短期负债。

2017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益
总额2819.01亿元，其中，委托省份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权益2815.81亿元，包括
委托省份划入委托资金本金2731.50亿
元，记账收益83.43亿元，风险准备金
0.88亿元；基金公积-0.68亿元（主要是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浮动盈亏变动
额）；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风险
基金3.88亿元。

投资业绩方面，社保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称，2017年，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收益额87.83亿元，投资收益率
5.23%。其中，已实现收益额76.42亿元
（已实现收益率4.55%），交易类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额11.41亿元。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
累计投资收益额88.19亿元，其中2016
年投资收益额0.36亿元。

（来源：新华网）

首份基本养老金年报亮相
全年投资收益87.83亿元

近日，围绕ofo小黄车的坏
消息不断，尤其是退押金难这个
和用户利益切身相关的新闻，一
下攫住大家的眼球。不少网友
在微博上抱怨，自己申请退押金
后，原本应该短时间到账的钱几
个月还不见踪影，也有人说退押
金的过程实在太麻烦。

更有甚者，近日有用户发现
ofo的新操作：退押金时通知用
户可将押金转入互联网金融平
台，不过随后项目合作方发出声
明称终止与ofo的合作。

其实不止ofo，移动互联网
催生出的各种新业务模式一片
火热之时，“烂尾”的争议也不
断增加。稍作检索，就能找到

“互联网健身房倒闭，预付费打
水漂”“众筹音响，项目搁置钱
也要不回来”等新闻。倒掉的
创业项目如何善后，已经成为
迟迟未解的难题。

共享经济领域
是“讨债”重灾区

共享经济领域的退押金难
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去年底，
小蓝单车退押金难的问题已经
引发广泛讨论。更早的酷骑单
车、共享汽车等十数家共享出
行企业都曾被爆出退押金难问
题，引发的讨论和担忧一波接
一波。

“作为这些年来共享经济中
非常火热的一个领域，从去年
开始，共享单车遭遇严冬，大
量共享单车企业因资金链断裂
而倒闭，其中不乏酷骑单车、
小蓝单车等大品牌、大占有率
企业。”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
中心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刑
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副
教授吴沈括表示，“尽管今年以
来，小蓝单车被滴滴托管，摩
拜单车被美团收购，单车行业
渐趋稳定，但是共享单车套现

难、回本慢、支出大的问题并没
有得到有效解决。近日爆出的
ofo单车退押金难绝不是个别现
象，而是这类服务型创新企业
遇到资金困难或者是创业失败
后普遍存在的善后处理问题。”

据吴沈括介绍，目前对于
共享单车押金退还的问题，去
年8月份，交通运输部曾联合
10个国家部委出台了《关于鼓
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
展的指导意见》，文件中鼓励
共享单车免押金，收取押金的
企业在注册当地建立账户，进
行专款专用，完善退款制度和
流程，同时接受交通和金融等
部门的监管。

“现在，摩拜单车、小蓝单
车等单车品牌已经实现了免押
金运营。此次受到争议的 ofo
单车其实也可以免押金骑行，
但是这些单车品牌免押金可能
会带有一些附加条件，一些没
能满足条件的用户只能通过缴
纳押金的方式使用单车，在监
管用户押金不被挪作他用方面
还存在着不足。”吴沈括坦言。
正基于此，共享出行领域的押
金问题成为令人头疼的“老大
难”。

滥用公共资源型
创业不可取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
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教授开
门见山地指出：“共享单车这种
创业模式，在企业运营中占用了
社会公共资源，裹挟了政府和广
大消费者。比如，道路上乱停乱
放的共享单车，很长时间是政府
依靠财政资金动用城管在收
拾。再比如，与采取个人独立出
资或投融资方式创业的项目不
同，共享单车向广大用户收取押
金，这些钱形成的现金池蕴藏着

很大的风险。”
欧阳日辉还分享了其对此

类创业行为的看法：“我觉得企
业的发展有两个边界：一是经济
学意义上的企业规模的边界；二
是政府运用法律法规和行政手
段影响企业的边界。所以，企业
发展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盲目
发展，更不能侵犯法律法规，以
侵占公共资源或者滥用公共资
源为代价来发展自己。”

欧阳日辉强调，企业占用社
会公共资源的创业行为，既违反
公平竞争原则，也违背公共服务
和公共产品的使用规则，“企业
创业失败是正常情况，但失败的
企业不能裹挟政府，更不能侵占
消费者权益。比如，共享单车的
倒闭，留下了大量的废旧单车扔
在道路边，企业有责任履行社会
责任，雇用人员收拾这些废旧单
车，不能依靠城管等政府资源去
收拾残局。再比如，共享单车的
押金退还问题得不到解决，损害
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抹黑了数字
经济等新业态，扰乱了新经济的
发展局面。”

吴沈括也表示：“双创氛围
浓厚，但双创生态并没有很好地
完善。很多消费者理应享受到
的服务由于不能够创造企业直
接利益，而遭到企业忽视。服务
类创新企业资金链紧张或者创
业失败的处理工作也是企业生
态圈的重要一环，是企业发展必
需的步骤，妥善处理才能更好地
提供创新型服务。”

对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欧阳日辉表示，目前，我国
关于新模式、新业态等新经济的
监管措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法
规，各行各业正在探索和完善。
比如，《电子商务法》的颁布和实
施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互联网金
融、网约车等法规的颁布也在平

衡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基础上
不断探索。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传
统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手段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既要鼓励创
新，又要平衡新旧经济业态的
关系，促进新旧经济融合发
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欧
阳日辉说。在他看来，数字经
济的一些新业态往往是跨界
的，因此监管也是需要跨部门
的。“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适应
数字经济发展特点与规律的行
政管理体制与机制，明确相关
部门责权，避免多头管理、重
复管理和不协调、不一致甚至
相互矛盾的行政行为，统筹资
源，分工协作，助力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欧阳日辉认为。

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欧阳
日辉给出建议：“对数字经济的
发展和治理宜‘多帮少诿’。多
帮，即政府主动作为，完善数
字经济发展环境，助力数字经
济企业做大做强；少诿，即积
极协调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与困难，适时制定促
进数字经济各领域规范发展的
法规、政策与措施，而不是简
单地禁止或放纵。”

欧阳日辉还强调，监管部门
需要改进监管手段，善于利用
新技术，构建数字化的监管体
系。先前已有报道指出，芝麻
信用已经联合商家“推动中国
进入信用免押时代”。芝麻信
用总经理胡滔表示：“也许很
难，但我们还是很希望能消灭
押金，让共享经济未来能升级
成信用经济，否则用户利益很
难维护，也会阻碍这个高潜力
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全国很
多试点城市，已经有不少信用
分达标的用户获得了免押金租
房、骑共享单车、租借充电宝
等服务，享受到技术进步的福
利。

（来源：新华网）

共享行业频繁“烂尾” 善后服务谁来买单

记者 27 日从财政部了解
到，近日，中央财政提前下达
全国 28 个省区市 2019 年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 909.78
亿元，约占2018年中央财政专
项 扶 贫 资 金 1060.95 亿 元 的
86%。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地方

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帮
助地方提前谋划和打赢脱贫攻
坚战，在此次提前下达的909.78
亿元中，安排资金120亿元，继续
重点支持西藏、四川凉山州、云
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并将资金分解到具体
区、州。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继续
支持深入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
整合工作，开展贫困县涉农资
金整合试点的省区市，安排贫
困县的资金增幅不得低于该项
资金平均增幅。分配给贫困县
的 资 金 一 律 采 取 “ 切 块 下
达”，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

下放到县，不得指定具体项目
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
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有关文
件精神和要求，提前谋划，切
实管好用好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 确 保 资 金 精 准 高 效 使
用。

（来源：新华网）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909.78亿元
助力脱贫攻坚

11月26日，教育部组织云南、西藏、青海等中西部
10个省份召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工作座谈会，以
落实省部签署的备忘录要求，进一步聚焦攻坚重点，
深入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明确下一步工作思
路。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出席会议并讲
话。

朱之文指出，教育部高度重视普及攻坚工作，把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落实“十三五”规划、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写好教育“奋进之
笔”的重点工作之一，通过加强工作指导、组织实施
国家项目计划、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健全工作推
进机制和加强普及攻坚督导督查等，积极推进普及攻
坚计划。总的来看，普及攻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全
国普及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但同时也面临着部分
西部省份实现普及目标的难度较大、职普比例不协
调、总体资源缺口较大、投入需求大、高考综合改革
带来新的挑战等难题。

朱之文强调，距离2020年仅有两年多时间，必
须下定决心，迎难而上，采取超常规措施，全力攻
坚克难，才能确保普及目标如期实现。一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到2020年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我国向
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部署，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
必须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二要聚焦普及攻坚的核心
目标和重点任务。到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90%，普职招生规模要
大体相当，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要抓紧制定并落实
到位，做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三要加快工程
项目建设，加大省级统筹，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四要推动高中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增强高中
教育吸引力。五要完善工作机制，夯实责任，强化
考核，确保按时完成普及目标。

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中西部
地区的支持和指导力度，同各地一同实施好普及攻
坚计划，满足青少年接受良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需
求。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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