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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众多一线主播遭封杀
“老铁经济”能维持多久
曾经由“老铁文化”支撑起来的快手，该如何应对“老铁经济”
的濒临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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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通快递增减持股背后的商业逻辑

“风口王”罗敏这次要抢占
在线教育风口了，趣店的钱还够烧吗？

在圆通速递董事和高管纷纷增持的背后，董事长喻会
蛟为何却在加速减持。

趣店集团创始人兼 CEO 罗敏一直转战于各种风口行业，如今
又跳入在线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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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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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
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 作者 钟琪妍
2020 年 12 月 29 日，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
“2020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2021 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
新形势下，2020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的召开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探讨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如何开启我国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本次峰会以“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为主题，采取“线
上 +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由企业观察网、网易新闻、凤凰财
经、和讯财经、新浪财经进行视频、图文直播。本次峰会的主
要内容包括发布 2020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发布《中
国企业改革发展 2020 蓝皮书》；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带来企业

“瘦身健体”助生产力释放
供给侧改革首步见成效

改革发展热点、重点专题演讲。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中国企业改革与
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著名经济学家、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王彤宙，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平，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润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苟护生，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 作者 李汶佳

中央钢铁企业新格局，改变了多年来中央企业煤炭资源分布散、同质化经营、
重复建设的局面。也为煤钢企业加大科技创新、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持续增强

“通过改革减负增效，山西省一年可以减轻企业负担 24 亿元，仅中核集

行业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团一家央企，一年便减少了 14 亿元的亏损。”这是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企业持续深化压减法人层级工作，一定程度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翁杰明在 12 月 29 日举

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底数不清、机构臃肿、管理链条偏长等问题。在压减工作

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媒体通气会上给出的有力

开始时，中央企业最长管理层级为 8 级，管理层级超过 5 级的企业共 34 家，

数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2016 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科学把握发展规律和
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作出的具有开创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
决策部署。
翁杰明在通气会上透露，
五年多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阶段性成效，

党委副书记孙洪水，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
春，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著名
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著名经
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中国企业改革
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金华，国务院国资委机关服务中心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史才伟，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

占全部中央企业的 35%。通过压减，所有中央企业的管理层级都被控制在 5

闫永，四川省国资委副主任沈汝源，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

级以内（含 5 级），法人总数累计减少超过 1.7 万户，人工成本累计减少 350

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霍健，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亿元，管理费用降低 298 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44.6 万元增加到 59.3 万元。

记张振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陈琪，

管理层级的明显减少，使得中央企业能够有效防范风险，提高管控能力，为实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任珠峰，中国旅游

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企业对参股股权进行全面“体检”，从参股

经理高宏斌，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德辉，

的投资方向、股东权责履行、投资回报、财务监管等 10 个维度进行彻底清理，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股份副总经理刘源，中

提升参股效率。先后清退非主业、高风险、效益差、非持续经营的低效无效参

加强参股管理、“处僵治困”等多个方面取得一了系列重大的工作进展，于

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占国，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

股投资 187 项，收回资金 34.5 亿元；收回违规使用央企字号、商标等无形资产

国有企业改革数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收获了一揽子重要成果。

公司副总经理徐增堂，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

105 项。对优质参股企业新派出和调整董事监事及重要岗位人员 759 人，新增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企业已基本实现了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

豹，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杨珊华，徐工集团工程机

或修订公司章程 459 条，补充或完善参股国有产权登记 937 项，推动完成 122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每年可直接减轻负担 1500 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

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陆川，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宫

户参股企业新设党的组织。全面提升了参股经营投资水平，提高了国有资本配

业全面实现了企业办消防机构分类处理；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市政社

敬升出席本次会议。

置效率，促进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维护了央企品牌价值。

在国资委的监督和领导下，中央企业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在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去产能、压减法人层级、

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不同体制类型企业

区管理等职能分离也向所在地政府进行了移交；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基本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僵治困”工作成果得到展现。现有的 2041

完成；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完成 94.1%；厂办大集体改革完成 98.1%，累计安

的优秀成果创造单位、优秀成果创造人代表，中国企业改革与

户困难子企业已实现经营扭亏，近 700 户僵困企业实现市场出清，分流安置富

置在职职工 171.1 万人。之前国有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弊端将彻底成为

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会员、研究员以及有关

余人员累计超过 80 万人，近七成实现内部退养或转岗。“处僵治困”工作有

社团组织、新闻媒体共三百多人参与线下盛会。线上视频、图

历史。

效推动了中央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了局部债务风险隐患；有效推动了

文直播在线观看参与人次近六十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企业提前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目标。自

中央企业资产状况和盈利能力明显改善，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竞争力，夯实了高

2016 年起，中央企业主动关闭退出钢铁产能 1644 万吨，煤炭产能 1.19 亿吨，

聚焦新发展阶段，构建发展新格局

质量发展的基础。

整合煤炭资源 2.4 亿吨，妥善分流安置职工 12 万人，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未来，国资委将走稳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后两步”，继续深化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金华代表主办方

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产业布局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形成了以中国宝武

国资国企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实现“十四五”

致辞提到，面对“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我国企业毫无疑

和鞍钢两家世界级钢铁专业公司为主、新兴际华集团以铸管为特色的“2+1”

时期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

问要承担更多使命，履行更多的责任，实现更大的作为。因此
企业首先要把握新发展阶段，善于做新时代、新征程的主力军。
第二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敢于做落实新部署、新要求的先锋
队。第三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勇于做改革开放创新的排头兵。

阿里巴巴平台内涉偷税漏税？
监管责令元旦后补交电商税是真是假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提出国有企业要在
“点、线、面”三个方面更好地的发挥作用。在“点”上，我
们要夯实“基础提升”的点，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
主体。在“线”上，我们要抓住“关键连通”的线，加快提高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在“面”上，我们要“优化布局”
的面，加快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徐善长表示，

■ 作者 张宁

加严格，明年对淘宝、天猫等平台内商家全面征收电商税将会是大概率事件。

是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方面，要锻造长板，补齐短板；二

剑指淘宝天猫“偷税漏税”重灾区？

2020 年的最后一个月，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央行之后，国家税务总局
似乎也开始把监管箭头对准阿里巴巴。
12 月 24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依法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等
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时，疑似阿里内部人士在微信群透露，元旦后，在阿
里系注册的电商商家都要补缴电商税了，而所谓的阿里系平台涉及天猫、淘

是在创新发展方面，企业家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大企业

“网店什么时候开始征税，这并不掌握在淘宝手里。淘宝能做的是与网商

的支撑作用和中小企业成为创新的发源地；三是在深化改革方

共同努力，把税收的期限和额度适当放宽。”九年前，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

面，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优化民

云这样说。

营经济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区别个人财产和企

可在多个互联网人士看来，对于正处在难关上的阿里巴巴来说，现在再谈
征收电商税，多少有些雪上加霜的意思。

宝、菜鸟、阿里云等。该消息引发电商市场震荡。

业财产，区别民事纠纷和刑事入罪，区别正常经营和非法经营。
２

在发挥好原有系统数据获取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和电

对此，阿里巴巴迅速辟谣称：截图消息为谣言，并已经对向外传播相关

子商务发展趋势，摸清电子商务平台基本情况，并根据税收征管特点进行合理

假消息的自媒体进行投诉。

分类，同时扩大原有电子商务税收数据采集、分析、应用范围，持续做好项目

但《企业观察报》从多位业内人士和学者处获悉，从 12 月 15 日国家税

运维服务，为电子商务税收数据供给和分析应用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务总局发布的《2020 年电子商务税收数据分析应用升级完善和运行维护项目》
的中标公告看，全新升级的电商税务监管系统即将上线，电商征税监管将更
ƽ

构建新发展格局，企业应该在三个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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