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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市场主体退出难题、推动低效无效市场主体
退出，终于有了制度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
民法院等1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
制度改革方案》。改革方案提出，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明确将建立健全金融机构
市场化退出机制，推动国有“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改革方案将进一步
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降低市场主体退出成本，激
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大硬招建立破产制度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中国
市场主体退出实践面临市场主体退出比例低、与市场
主体规模和经济运行周期不相适应等突出问题。同

时，随着居民债快速增长，与自然人相关债务问题愈
发严重，一些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该负责人指出，此次改革方案是完善市场主体退
出制度供给顶层设计的文件。改革方案通过三大关键
举措推动破产制度建立。

一是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四方面举
措：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
度，加强司法与行政协调配合，加强司法能力及中介
机构建设。

二是建立庭外重组和预重整制度。从有效利用有
限司法资源、维护企业营运价值、降低重组成本和提
高重组灵活性等方面考虑，有必要建立庭外重组和预重
整制度，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与法庭内程序有效衔接。

三是做好破产配套的制度建设。改革方案提出，
要完善司法与行政协调机制，明确政府部门破产行政
管理职能，以便理顺市场主体退出过程中的司法与行
政关系。同时，加强破产审判专业人员和破产管理人
队伍能力建设，将为化解破产案件受理难、审判难提
供重要保障。

中国企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巩宇航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此次出台的改革方案突破了企业破产法的
局限，将破产对象扩大到包括企业法人、非法人企
业、社团机构、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等各类市场主
体，将有利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将为下一

步破产法的修订进行社会摸底、积累经验。”

解救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

首次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引发广
泛关注。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一直以来
由于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企业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不堪企业破产导致的债务重负，致使部分企业应退不
退。同时，合理免责机制的缺乏，也导致了一些暴力
催收、当事人犯罪跑路自杀等恶性事件的发生。

此次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
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
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
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
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
个人破产制度。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个人破产制
度是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但诚实守信的个人提供债务
重组机会，促进债务人继续创业创新，同时起到防范
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前提是任
何人不得恶意逃废债。

巩宇航认为：“基于破产法原理，个人破产制度必
然具有惩罚逃废债和破产保护双向修复功能，打击与

挽救、约束与激励并用，将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从债
务泥淖中解救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一项涉及面
广、复杂程度高的系统性工作。国家发改委财金司有
关负责人强调，这一制度需立法先行而后逐步推开，
当前重点任务是在充分建立社会共识基础上推动个人
破产立法。

“僵尸企业”加快退出

哪些企业将加快退出？
改革方案明确，完善以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为代

表的特殊主体和特定领域的退出制度。
国企方面，改革方案提出推动国有“僵尸企业”

破产退出。对符合破产等退出条件的国有企业，各相
关方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其退出，防止形成“僵尸企
业”。不得通过违规提供政府补贴、贷款等方式维系

“僵尸企业”生存，有效解决国有“僵尸企业”不愿退
出的问题。国有企业退出时，金融机构等债权人不得
要求政府承担超出出资额之外的债务清偿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
曙光指出，完善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处置

“僵尸企业”和加快“三去一降一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方面，改革方案提出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接管、
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探索建立金融机
构主体依法自主退出机制和多层次退出路径。此外，
还将及时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相关行业保障基金
的作用，并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明确
风险处置的触发条件，制定退出风险处置预案。

李曙光认为，金融机构破产机制的建立并不会损害
市场信心，相反会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金
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调整金融业结构、分散与
规避金融业界风险，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机制。

分步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退出、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该 退 就 退 优 胜 劣 汰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据新华社深圳7月30日电（记
者王攀、白瑜） 华为 30 日发布了
2019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
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4013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23.2%，净利润率8.7%。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表示，2019
年上半年，华为业务运作平稳、组织
稳定、管理有效，各项财务指标表现
良好，实现了稳健经营。

报告显示，华为上半年实现运
营商业务收入 1465 亿元。无线网
络、光传输、数据通信、IT等生产

发货情况总体平稳。目前，华为在
全球获得了 50 个 5G 商用合同，累
计发货超过15万个基站。

企业业务收入为 316 亿元，消
费者业务收入为2208亿元。智能手
机发货量 （含荣耀） 达到 1.18 亿
台，同比增长 24%，平板、PC、可
穿戴设备发货量也实现了健康、快
速增长。全场景智慧生态能力建设
初具规模，华为终端云服务生态全
球注册开发者已超过80万，汇聚了
全球5亿用户。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记者蒋建科） 中国
农业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8全球农
业研究热点前沿》报告显示，在46个研究热点
前沿中，中国研究表现力排名第一的热点前沿
有 11个，总占比为 23.91% ，尤其在作物和畜
牧兽医学科中的前瞻性研究上表现相对卓越。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在46个热点前沿中的
总体表现力得分为66.43分，稳居全球第二；中
国的热点前沿引领度得分19.22分，位居全球首
位，这说明中国的热点前沿合作研究的积极主
动性及活跃度较高。46 个热点前沿可分为 8 个

大的农业学科。从学科看，中国在农业资源
与环境、农业信息与工程 2 个学科的国家研
究热点前沿表现力指数总得分排名第一，在
作物、植物保护、畜牧兽医和农产品质量与
加工 4 个学科排名第二，但在林业和水产渔
业 2 个学科的热点前沿总体实力相对较弱，
排名第五和第六，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仍存
在一定差距。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与科睿
唯安联合研制的这份报告，根据全球核心科研
论文数据，遴选出46个农业热点前沿，并对10

个国家的农业热点前沿表现力、活跃度进行了
比较。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副局长周国
民认为，根据全球高被引和核心论文数据，分
析全球农业研究热点前沿，有利于把握全球农
业科技前沿布局，开展科技战略规划，同时也
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各国在农业科研领域的研究
活跃度、表现力和前瞻研究能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梅旭荣表示，在全
球农业热点前沿领域，中国的一些学科已经进
入第一梯队，报告研究揭示的趋势与得出的结
论将为中国农业科技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46个全球农业研究热点前沿发布

中国在11个热点前沿表现力居首

华为上半年收入突破4000亿元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记者韩
鑫） 记者30日从工信部获悉，今年
上半年，中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总体运行平稳，行业收入保持两位
数增长。

从总体运行情况来看，互联网
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
全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
收入 5409 亿元，同比增长 17.9%，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值
得注意的是，行业研发投入增幅大
幅提高。上半年，全行业研发投入
额达230亿元，同比增长29.4%，增
幅较一季度提高了7个百分点。

分业务看，信息服务规模增速

持续提升，上半年，信息服务收入
规模达 3703 亿元，同比增长 23%。
同时，互联网平台服务保持两位数
增长，生活服务类平台服务仍是主
要拉动力。上半年，多种生活服务类
平台企业实现业务收入 1283 亿元，
同 比 增 长 13.1% 。此 外 ，在 “ 互 联
网+”深入推进和各行业信息水平不
断提升的拉动下，作为关键应用基础
设施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云服务、云
存储等业务实现快速增长。上半年，
互联网企业完成相关的互联网数据
服 务 收 入 4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2%；截至6月末，部署的服务器数
量达155.9万台，同比增长22.3%。

规上互联网企业前6月收入增17.9%

近年来，江苏省海安市老坝港滨海新区积极推进新能源结构调整，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打造高科技、高性能、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光伏项
目，推动地方经济绿色发展。图为7月30日，海安市海东光伏电站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光伏发电设施。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新能源的绿色魅力新能源的绿色魅力

暑假期间，河北
省乐亭县青少年校外
活动中心组织开展

“传统文化扮靓暑假
生活”系列公益活
动，免费开设乐亭大
鼓、乐亭皮影等传统
文化兴趣培训班。

图为 7 月 30 日，
孩子们在学习茶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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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市
黔 江 区 发 展 蚕 桑 产
业，把从农户手中收
购来的蚕茧进行缫丝
加工后制作成丝绸、
服装、床上用品等产
品，远销到日本、韩
国、印度等地，助农增
收。图为 7 月 30 日，女
工在黔江区工业园区
生产车间内络丝。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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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7月 30日电 （记者曹
玲娟）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0 日宣布，通过数据充分共享和系
统优化改造，上海人才引进落户已全
面实现“一网通办”。自 8月 1日起，
上海全面启用人才落户“一网通办”
系统，引进人才申办常住户口、持有

《上海市居住证》 人员申办常住户
口、夫妻两地分居调沪和留学回国人
员申报常住户口等事项的申报工作，

现已基本实现“材料更加简化”“流
程更加优化”“过程更加透明”。

申报材料简化后，只需一个公司
CA数字证书登录“一网通办”自助
经办服务平台，在网上就能全部搞
定。审核效率也大大提高。其中，人
才引进直接落户从原来的 16-18 项，
减少到最少仅需4项；留学回国人员
落户，从原来的22-25项减少到最少
仅需5项。

上海人才落户实现“一网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