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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眼
矿业投资纠纷实务法律问题解析（二）

□

特约法治评论员师安宁

□

陈黎明褚晓亮丁文杰林艳兴叶锋葛如江

门道力道 面对市场张力的有形之手

是虎啸金山 还是山不容虎

□

本报实习生尤

（文接上期）

4.

国家及地方性产业政策
国务院及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出台的矿

业产业投资政策是解决矿业投资纠纷十分
重要的依据。 诸如，国务院曾发布《关于加强
地质工作的决定》、《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
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关于同意深化煤
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
批复》、《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对矿产
资源开发进行整合意见的通知》、《关于同意
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
施试点意见的批复》等。 在这些涉及矿业投
资尤其是煤炭领域的产业政策中，国务院的
基本政策导向，一是推行矿业权的“明晰产
权、有偿取得”制度；二是强调资源整合中的
市场化原则；三是坚持资源整合的法治化原
则。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地方性产业
政策明显地与国务院的上述政策导向及现
行立法存在严重的冲突，对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构成严重的侵害。 诸如山西、河南省政府
出台的涉及煤炭产业领域的“兼并重组政
策”， 均存在片面保护国有企业兼并主体的
权益、直接违反合同法自愿原则，利用行政
权推行强制交易、公然违反反垄断法而推行
行政性垄断、在政策层面或是实务操作中歧
视民企投资者的市场主体地位等各种弊端。

更为严重的是，矿业投资者的有关救济权无
法得到切实保护。 地方法院之所以拒绝对投
资者给予司法救济，一方面是司法主管权受
到了当地党政权力不正当的干扰和限制；另
一方面由于法院自身缺乏独立司法的地位
及价值观，从而拒绝受理有关资源整合纠纷
案件。 即便是在行政权力体系内的行政复议
救济渠道也难以畅通。

因此，资源整合中投资者救济权的“灭
失”是我国法治领域的一个“重灾区”，是目
前矿业投资领域非法治化程度最为极端的
表现形态。

5.

权益救济性法律及司法解释
行政复议法、三大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

释是对矿业权投资纠纷提供司法救济的主
要程序性依据。 相对而言，有关行政诉讼的
司法解释性文件最为完善，但司法实践中矿
业投资者与政府或其他行政主体发生的行
政性纠纷救济效果却尤为不佳，“民告官”的
难度充分体现了我国行政主体及其权力的
强势地位。

6.

专业性规范性文件
这方面主要涉及矿业权评估法律制度。

从全国范围内来讲，对矿业评估师及评估机
构行使主管权的部门是国土资源部，行业管
理部门是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前者曾发布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 等规章对评估中介
市场进行规范。

2008

年
8

月
1

日，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公布了《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等

9

项矿
业权评估准则， 包括《矿业权评估程序规
范》、《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规范》、《矿业
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收益途径评估方法
规范》、《成本途径评估方法规范》、《市场途
径评估方法规范》、《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
南》、《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矿业权
评估技术基本准则》等，为矿业投资纠纷的
解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7.

其他规范性文件
这一领域主要由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发

布的有关非规章类文件组成， 其内容庞杂，

难以一一列举。 对此类文件的适用应当注意
立法法所确立的规则，不得造成“小法管大
法”的不良态势。 对其清理亦应当是动态性
的，否则将会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造成干
扰，不利于对矿业投资秩序的规范和对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未完待续）

李伟：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字第
130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王秀龙：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字
第

1312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王霞：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字第
130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靳波：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字第
130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北京天和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秀珍诉你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

2010

）西民初字第
1107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刘伟锋：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17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姜雷：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224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尚洪兴：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20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张有良：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22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彭勇：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170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王文青：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17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薛勇：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224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高伟华：本院受理郎文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西民初字第
12775

号民事判
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孙秀川：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3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张富桃：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4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余海伟：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4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董春宝：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4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郭智勇：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4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李锐：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年
东民初字第

654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高菲菲：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杨硕：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年
东民初字第

65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曲项燕：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

年东民初字第
65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李静：本院受理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

）年
东民初字第

65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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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0

年
12

月
6

日
14

时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案由： 名誉权纠纷
案情： 从

2010

年
5

月
25

日
起， 奇虎

360

公司董事长周鸿相
继在新浪、 搜狐、 网易、 腾讯等网站
通过微博发表“揭开金山公司画皮”

的系列文章。 几天后， 北京金山安全
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名誉权一纸诉状
将周鸿告上法庭， 要求被告周鸿
停止侵权， 撤回相关微博文章， 公开
道歉， 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1200

万
元。

水漫“金山”

引起这次纠纷的，是奇虎
360

公司
董事长周鸿发表的一系列微博文
章。 内容涉及“金山公司在微点案中
做伪证”、 “金山网盾破坏

360

安全
卫士”、 “金山高管葛珂被排挤” 以
及其他在金山公司看来是明显带有侮
辱性的言论。 此后， 金山公司亦发表
文章对此进行驳斥。 双方的口水战逐
渐升级， 从网络一直打到法庭。

这次纠纷的引子， 是在当时被称
为“中国计算机杀毒业界最大的丑
闻” 的微点案。

2005

年
7

月， 北京
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原

处长于兵接受北京瑞星公司的请托，

指令网监处案件队负责人张鹏云查处
微点公司的防病毒业务。

8

月
30

日，

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在家中被
捕， 被指之前一段时间集中爆发的病
毒来自其笔记本电脑， 为微点公司故
意传播， 田亚葵涉嫌侵犯商业机密
罪。 最终该案被证实是于兵收受瑞星
贿赂制造的一起假案。

2010

年
8

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于兵死
刑缓期执行。

对此， 周鸿的代理人王亚东
及高嵩律师并未否认这些文章的真
实性。 他们首先对北京金山安全软
件有限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质
疑。

他们指出， 微博内容并未指向原
告金山安全， 原告与本案涉及的最主
要的事实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微点
案发生在

2005

年， 金山安全作为金
山企业中的一员， 成立于

2009

年，

微博中与微点案有关的彼“金山” 自
然并非此“金山”， 不能代表所有金
山企业。

原告代理人杨大民及陈枝辉律师
认为， 被告对金山的伤害， 是对金山
品牌的伤害。 原告金山安全是金山软
件的全资子公司， 完全可以代表所有

金山企业， 仅以金山安全作为原告起
诉是为了节省诉讼资源、 便于诉讼。

被告反驳称原告可以代表金山其
他企业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微博所指金山在微点案中做伪
证， 究竟是事实还是恶意诽谤， 双方
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被告代理人称金山公司在微点案
中的行为被评价为“做伪证” 恰如其
分。 金山公司不仅应于兵要求出具了
一份《关于

2005

年上半年我市爆发
病毒情况的说明》 作为报案材料， 其
员工还参加了于兵召集的病毒专家论
证会。

而原告则认为， 金山公司是在对
案件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专家论证
会的。 并且， 最后的专家论证结论
被于兵等人篡改， 金山并没有进行
所谓的提供不实材料。 微点案的告破
已经证明了金山公司在微点案中是清
白的。

“骑虎”难下
此外， 微博中还有诸如“像葛珂

这样的老金山被排挤走， 搞得现在的
金山还像是金山么？ 倒是有点像黑
山。 ” “金山网盾破坏

360

安全卫

士” 这样的言论一时间使原告的处
境可谓骑虎难下。 在起诉书中原告
称， 被告在微博上发表这些文章后，

金山软件股价大跌， 市值损失超过
6

亿元。 为此， 扣除市场因素的影响，

原告提出了高达
1200

万元的损失赔
偿。

被告代理人辩称， 周鸿在微
博中提到“葛珂被排挤” 的话， 是
事出有因。 葛珂本来负责金山安全
的全部业务， 但是由于人事调整，

不再负责金山毒霸业务， 转而致力
WPS

。 而且被告作为业内人士， 也
确实对此有耳闻， 故发此言。 此外
被告在微博上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没有实施侮辱、 诽谤等侵犯他人
名誉权的行为。

原告代理人当庭出示了葛珂所作
的并未受到排挤的书面证据。

被告认为， 这份书面证据并未在
庭前提交， 葛珂是否会出庭也未知，

而且葛珂现在仍在金山工作， 其与金
山或原告存在利害关系， 其证言不应
采信。 更重要的是， 负举证责任的原
告金山安全所出示的证据根本无法证
明被告的言论侵犯其名誉权。

而对于原告认为“金山网盾破
坏

360

安全卫士” 这样的言论是虚

构事实、 主观臆断， 被告出具公证书，

试图证明这一言论具有事实依据。 此
外， 被告还认为， 这一纠纷正在其他
法院审理， 该纠纷在本质上属于不正
当竞争， 而非名誉权纠纷， 因而不属
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1200

万元的索赔金额， 原告是在
金山软件市值下跌超过

6

亿元， 扣除市
场因素后， 以

6

亿元乘以百分之二得出
的。 原告认为这一结果是客观也是比较
保守的。

被告对此并不认同。 被告代理人
认为， 首先， 从主体上说， 损失超过

6

亿元的是金山软件， 并不是本案的原
告金山安全， 不具有参考性。 其次，

原告也承认， 股价的下跌与市场因素
有很大关系， 无论是百分之二还是
1200

万元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股价
的涨跌都是市场因素导致， 硬说周鸿
的言论导致金山软件股价下跌本身

就不合情理， “如果真是这样， 周鸿
一讲话就影响金山软件股价， 那你

们将来还不得好好的求着周鸿 ？” 被
告律师说。 代理律师的这句话引发了
旁听席的一阵笑声。

此案的庭审持续了三个小时， 最
后， 双方都表示不同意法庭调解， 法院
表示将择日宣判。

自从《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
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 发
布后， 发展改革委连发五文部署物价
调控工作。 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
日前就各地落实调控措施情况分赴吉
林、 上海、 湖南等地进行了跟踪采
访。

反应
市场退烧了

11

月
20

日以来， 吉林、 上海等
省市依照发展改革委“审慎出台调价
政策” 的要求， 紧急叫停了一些政府
定价产品价格的上调； 加上密集的价
格监督检查、 降价清费等措施， 如今
市场效果比较明显。

十多天时间， 河北、 河南、 广
东、 宁夏、 安徽、 江苏、 福建等省、

自治区先后宣布暂停天然气涨价计
划。

“领跑者” 蔬菜和部分食品价格
回落。 商务部

12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 与前一周相比，

18

种蔬菜平
均批发价格下降了

5.9%

， 降幅扩大
3.3

个百分点。

商务部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草
鱼等

8

种水产品价格也有小幅下降，

食用油、 豆油、 鸡蛋、 面粉、 大米等
价格涨幅趋缓。

政府的坚决调控， 使对市场敏感
的游资出现撤离迹象。 中期研究院首
席宏观分析师付鹏介绍， 棉花期货
10

月末主力资金规模在
32

亿元左
右。 到

11

月底， 主力资金的规模减
到了

12

亿元左右。

“毫无疑问， 这种特殊时期的行
政调控是十分必要的。” 东北师大经

济学院副院长金兆怀认为， 当前无论
政府定价产品的“审慎调价”， 还是
农产品领域密集的价格监督等， 都带
阶段性强制性特点。

“一些市场表现仍然是短期效
应。” 江西省九江市物价局孔令强分
析， 当地蔬菜价格下降主要受益于天
气晴好， 供应量迅速增加。

做法
紧盯吃住行

“以前五六十元的菜能吃一个星
期， 现在只能吃

3

天。” 长沙市刚参
加工作不到一年的严亮是典型的“月
光族”。 他说， 最近菜价没涨了， 但

仍有忧虑。

“就如同高烧的病人， 服下速效
药迅速降温了。 但症结性因素仍然存
在。” 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导师饶
育蕾分析， 从多省市加强价格调控的
情况看， 百姓最关注的吃住行价格
“推手” 还未根本削弱， 具体手段仍
待继续加强。

权威专家分析， 种植养殖业成
本上涨， 可能使农产品价格上涨成
为长期趋势， 但农资价格、 流通成
本等方面还有较大的调控空间。 湖
南省娄底市一位村干部陈赛朴告诉
记者， 往年

10

月是化肥销售淡季，

价格一般下降。 但今年
10

月以来，

当地尿素等化肥价格却一直上涨，

从
10

月中旬的一包
94

元涨到了
110

多元。

据湖南省统计局调查， 今年当地
中籼稻售价上涨

11.7%

， 但农民的实
际生产成本却上涨了

20.97%

。

“需要尽快加强农资市场的管
理和价格监督检查。 否则就可能成
为食品价格继续上涨的重要推手。”

孔令强说， 调控管理农资价格、 降
低蔬菜流通环节的费用， 是食品价
格调控应进一步加强的两个“抓
手”。

公共产品也有调控空间。 一旦
“谨慎调价” 政策松动， 水、 电、 气
等产品可能会重返“涨价通道”。 长
春市一些相关人士指出， 上游天然
气价格已大幅上调， 由此增加的成
本已转移到地方燃气公司， 一些燃
气公司已亏损经营。

金兆怀认为， 如
CPI

继续高涨，

可继续对这些产品价格采取调控措
施。 “即便是价格稳定后的合理调
价， 也要尽快公开水、 电、 气等产品
的真实成本， ‘挤掉’ 价格中的不合
理收费。”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说， 目
前自来水公司、 供电企业等普遍存在
“搭车收费” 现象， 应从严监督。

楼市调控不能“松劲”。

10

月份
全国房价同比增长

8.6%

， 房价环比
上涨

0.2%

。 一些专家指出， 楼市调
控也是当前物价调控的重点之一， 应
坚决抑制炒房炒地现象抬头， 并加快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未来
仍然不确定

交通银行、 渣打银行新的预测

说，

2011

年中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的可能性不大， 但明年一季度仍面
临较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抑制价格持续上扬需要长效
机制。 有关部门应厘清炒作上涨和
趋势性上涨的不同情况， 分类调
控。” 金兆怀提出， 对炒作上涨， 政
府要加大监管力度； 对趋势性上涨，

则应改进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公众
抗通胀的能力。

此番物价上涨， 农产品是“领跑
者”。 一方面， 价格上涨有助农民增
收； 另一方面， 也增加了中低收入群
体的生活压力。

如何化解物价调控面临的“两
难” 矛盾， 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 “一方面要保证农民真正成
为农产品涨价的受益者， 另一方面
也要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王学杰
说， 政府对社会财富均衡分配的重
视， 应提到与

GDP

同等重要的地
位， 并设法提高劳动者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可以减少
百姓对物价上涨的后顾之忧。” 吉林
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提议， 政府将更
多支出用于保障民生、 帮助就业等方
面。

“物价问题一头连着产业发展，

一头牵着民生。 今年以来， 有关部
门多次表示要对通胀预期加强管理，

现在价格却持续走高， 这与预警不
力相关。” 孔令强说， 长期而言， 政
府有关部门还应对农产品价格走势、

供求情况建立起高效的预警研判机
制， 及时发布准确的市场信息， 运
用调控手段避免农产品价格大幅起
落。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