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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妨碍公平竞争、束缚民营企业发展、有违内外
资一视同仁的政策措施应改尽改、应废尽废”……从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到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竞争
中性”多次作为原则性要求被中国官方强调。随着更多
操作性要求的明晰，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也正推进相关政
策的落地实施。专家分析，竞争中性就是要为不同市场
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市场准入、财政税收
到金融信贷等不同方面，中国已有不少举措出台落
地，可以预见，竞争中性原则还将加速推进。

不同所有制，一碗水端平

首先，何为竞争中性？
这一概念最初由澳大利亚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

后经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进一步发展和倡
导，并给出了更具体的界定，其内容包括在税收、监
管、政府采购等方面平等对待国企和其他企业等。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竞争中性是
指市场经济国家把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企业都
一视同仁地公平对待，这样一种技术性的方式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竞争中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是市
场主体，不管身份如何，都是一视同仁，在市场准

入、资源等方面，都享受公平的待遇，一碗水端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日前表示，

竞争中性的根本是要解决不同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问
题。推动竞争中性的第一步是要把企业头上所有制的
帽子摘下来，要解决对待民营企业“形式上平等、实
际上却不平等”的问题。

“竞争中性”看似新词，但不同市场主体一视同仁
的理念，以及相关改革一直在推进中。北京师范大学
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对本报记者
分析，前几年民营企业投资大量出海，国内投资的动
力相对来说反而不强。尤其是去年以来，关于民营企
业的不正常声音和失实论调很多，这对企业发展是非
常不利的。明确强调并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有助于树
立民企信心，也为其在国内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对不
同市场主体来说，也是如此。

妨碍公平的政策，应废尽废

那么，竞争中性原则如何落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

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
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进一步推进落地实
施。会议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加快清理修改相
关法规制度，对妨碍公平竞争、束缚民营企业发展、
有违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措施应改尽改、应废尽
废，年底前实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国家、省、市、
县四级政府全覆盖，今后涉企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
他政策措施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建立投诉举报、
第三方评估等机制，坚决防止和纠正排除或限制竞争
行为，不保护落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对本报记
者表示，当前竞争非中性的情况主要存在于市场准
入、财政支持、税收和金融信贷等方面，围绕这些问
题，已有许多具体举措落地，比如设立民企纾困基
金，出台《外商投资法》，对外商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
等，这些都是体现公平竞争的举措。

高明华认为，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在市场准入
上，要逐步放开更多垄断行业门槛，让不同市场主体
进入；在政策上，要让金融贷款等政策同等面向不同
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加强对民企保护，确立不同市
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当前，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全覆盖，任何有违竞争中性原则的政策将被废
除，这也意味着未来各地出台政策需对各类市场主体

一视同仁，不随意附加。

以竞争中性增强企业竞争力

实际上，近年来，体现竞争中性的公平竞争审查等
制度正在全国推进。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
2018年底，国务院各部门、所有省级政府、98%市级政府、
85%县级政府已部署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但制度实
施中仍然存在落实进度不够平衡、审查范围不够全面、
审查工作不够规范、审查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

随着竞争中性进一步被强调，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
展行动。近日，河北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招标投
标市场公平竞争的实施意见》，建立招标投标有关规定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在制定招标
投标规定时，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不得出台。

“长久以来，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市场
化，按照市场原则分配资源，提高效率。倡导竞争中
性也就是落实市场化改革，让各市场主体享有公平竞
争的机会。”周丽莎说，推进竞争中性原则对各类市场
主体都是有利的，这也包括国有企业。从国企角度来
看，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和额外补贴，强调竞争中
性原则也可让其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同
时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

高明华也认为，一个各类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环
境才更能激发创新。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既有利于构
建平等的营商环境，也有利于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形成
更强的创新力、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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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中国债券正式纳入
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这是继A股
纳入明晟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又一次被国际
主要相关金融指数所接纳。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
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国际投资者对
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不断增长。
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为国际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市场
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途径，特别是

“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
一系列投资渠道的开通，让越来越
多的国际投资者从“感兴趣”直接

转入到“动起来”。
据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发 布 的

《2018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
2018年，我国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
1067亿美元，较上年多流入 2.6倍。
从交易项目看，2018 年，股权投资
净流入 430 亿美元，较上年多流入
12倍，债券投资净流入637亿美元，
较上年多流入 1.4 倍。体现了我国
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市场基础设施
日臻完善和境内外金融资产价格相
对变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截至 2018 年末，中国债券市
场存量规模达 86 万亿元人民币，

其中国际投资者持债规模近 1.8 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

目前，境外机构参与中国债券
市场表现得更加活跃。彭博方面提
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年“债券
通”交易笔数近 7500 笔，交易量
8900亿元人民币左右，日均交易量
35.8亿元人民币。2019年2月，虽然
扣除假期后仅有15个交易日，但当
月交易量达到 972 亿元人民币，日
均交易量 64.8 亿元人民币，日均交
易量较2018年日均水平接近翻番。
中债登数据显示，2018年1-2月，境
外投资者购买了105亿元人民币的

政策性银行债券，而今年同期该数
字猛增至607.9亿元人民币。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新政策
不断推出，境外投资者进入市场的
力度越来越大。”彭博中国总裁李
冰说，2018 年境外机构进入中国
市场，主要是购买中国国债。但今
年以来，政策性银行债的比重加
大。“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发展，
从配置国债到配置政策性银行债
券，是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进
一步肯定。”

（新华社北京4月 1日电 记
者刘开雄）

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

4 月 2 日，安徽
省淮北市爱心公益协
会组织 10多名“中国
好人”和志愿者，走进
濉溪县百善中心学校
桥头小学，向留守儿
童赠送学习用品，与
孩子们促膝谈心，送
上春天般的温暖和关
爱，勉励孩子们自强
不息、励志成才。

周方玲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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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枣强县加大文化产品的开发力度，发展仿古木建筑、仿古木
雕等特色文化产业。目前，枣强县已建成特色文化产业企业9家，为当地2000多
名农民艺人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启增收致富路。图为4月2日，在枣强县肖张镇一
家木雕工艺加工厂，工人在制作安装仿古建筑。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特色文化产业助推经济发展

4月1日，2019中国商
品制造加工设备展览会在
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展会聚焦商品加
工业制造全领域，全方位
展示商品机械制造业发展
的新成果、新技术、新设
备、新材料、新应用，是目
前国内最具规模、最具影
响、最有成效的机械设备
加工技术展会。图为4月2
日，外商在了解数码彩印
设备的性能。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加工设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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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江苏省南
京市溧水区和凤镇的三叶
梦华苑内，海棠、广玉
兰、樱花、郁金香、玫瑰
等各种花卉竞相绽放。为
打造这个中国版的“布查
特花园”，园林专家团队用
了 4 年多时间，在全球 15
个国家的著名花园学习，
并耗费 2年多时间进行精
心建设。今年春暖花开时，
梦华苑正式开放，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谷昌旺摄 （人民视觉）

“布查特花园”
美景如画

本报北京4月2日电（记者王俊
岭） 记者日前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
该行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开局起
步，截至目前已完成雄安新区起步阶
段重点建设项目授信超过 300 亿元，
为雄安新区重大建设项目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

在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国家
开发银行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
作用，为连接北京和雄安的交通大动
脉——京雄城际铁路授信 83 亿元，
助力首都北京和雄安新区实现半小时

直达；为“千年秀林”工程 10 万亩
苗景兼用林项目授信 27 亿元，全力
支持雄安新区构建蓝绿交织、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卷。同时，针对
雄安新区起步阶段不同资金需求，国
家开发银行提供了多种金融产品支
持，与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雄安集团
积极沟通，推动完成雄安集团200亿
元永续债注册及首期 6 亿元发行工
作，实现新区在公开市场的首次亮
相，在新区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中发挥了资金引领作用。

本报北京 4月 2日电 （记者李
婕） 4月 2日，国务院国资委和教育
部联合组织开展的“领导干部上讲
台——国企公开课 100 讲、国企骨
干担任校外辅导员”活动启动仪式
暨首场报告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活
动首批选择 50 家中央企业和 50 所高
校结对，邀请国企领导进高校讲授
公开课，并选聘国企骨干担任校外
辅导员。

在启动仪式上，国务院国资委党
委书记郝鹏表示，这项活动的开展，
有利于更好推动高校和企业联手、理
论和实践结合、校外辅导员和学生结
对，把国资国企最新的发展成果，把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最鲜活的
实践案例带进课堂，为深化政治经济
学理论研究、丰富高校课堂实践教
学、推动校内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
结合提供源头活水。

国开行为雄安新区授信超300亿

央企“掌门人”进高校讲公开课央企“掌门人”进高校讲公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