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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

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破题

□乔宝云

财政部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 但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

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 形成的

隐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 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不断扩

大导致的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主

要的风险之一。

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政府在提供

公共管理和服务中融资需要， 然而在从地方政府和

金融机构不同的方面对地方融资予以限制之后，地

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已迫在眉睫。

在对待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方面， 需要从

投融资平台从事的业务入手。 然而投融资平台市场

化转型并不意味着投融资平台不能再参与政府类项

目， 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按照绩效考核

等市场化方式来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市场化转

型的核心在于平台自身经营或考核的市场化。 融资

平台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国有企业， 本质上也属于

国有改革范畴，因此推动投融资平台转型，需要配套

国有企业改革。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虽已成共识， 但对于

全国成千上万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而言， 由于其

地理位置、管理制度以及经营能力的不同，其转型程

度存在着巨大差异。 遗憾的是，在此之前，社会上并

没有一套系统的评价标准来衡量评价地方政府投融

资平台转型效果，《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

发展评价报告》首次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方政

府投融资平台评价体系， 恰恰呼应了当前剥离地方

政府投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 实现平台市场化转

型的要求， 为全国上千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提供

了纵向比较， 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未来转型提供

了有益的政策和技术支持。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在绝望中成就自己

“灾难的幸存者都曾经徘徊在前进和退缩之

间。 ” 阿莎·梅夫拉娜一个人躺在纽约西村圣文森特

天主教医疗中心一间小小的体检室里，她这样想到。

阿莎24岁， 在一家创业公司里有一份很棒的工作，

还有一套公寓， 问题是她的左乳被查出有一个珍珠

大小的阴影。阿莎猜测自己可能得了癌症，化验员严

肃的表情似乎验证了她的猜想。然而，真正的磨难并

不始于确诊，也不在于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活组

织检查。 8个月的化疗期带来的对生活强烈的失控

感、脱发、脸色蜡黄，阿莎也都一一扛了过来。

真正的磨难开始于医生宣布她的癌症已治愈，

她可以重新回到社会的时候。 她感受到了自己内心

的变化。 她独自面对生死，别人在轻松地享受生活。

同事们无聊地谈论着纽约的天气、 星巴克的长队、

《美国偶像》的决赛选手。她的那些徘徊在死亡边缘

的经历似乎湮灭在他人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重视的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阿莎想起以前，她自己也是

这样。这种生活对阿莎而言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它

空洞乏味。

类似阿莎的受创伤者很多。 哈佛大学医学院精

神病学教授朱迪思·赫尔曼将创伤称作弱者的苦难。

在《创伤与康复》一书中，赫尔曼写道：“创伤发生

时，人瞬间受制于无法抗拒的力量。若是自然力量所

致，我们说这是自然灾害。 若是人为因素所致，我们

称其为暴行。 创伤危害之巨，非因其罕见，而是因为

它超越了普通人对生活的承受力。 ” 在经历不同类

型的创伤后，大约1/4的幸存者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

碍，生活在痛苦、虚弱之中。 其他人会表现得郁郁寡

欢、焦虑不安。

创伤常使人消沉、悲观，陷入不可自拔的绝望，因

此容易忽略人性中自有的强大的心理弹性。令人惊讶

的是，甚至在还未走出创伤时，人们仍能欢笑、庆祝、

表达爱意、创造，以及改变自我。 我们这么说，并非无

视创伤带来的痛苦。 痛苦真实存在，但心理弹性的存

在也并非虚言。人性令人难以置信及鼓舞人心之处在

于，它并不像大众所想的那样脆弱，在经历一段苦难

后，大多数幸存者都能恢复并重返正常生活。

更有些人不仅仅止步于恢复，他们“弹” 得更

远，相比从前有了不可思议的飞跃。赫尔曼在书中这

样写道：“其中少数佼佼者受到生命的感召，积极融

入了更广阔的世界。 ” 他们重新调整生活方向后，感

受到新的召唤，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帮助其他受害

者，积极推动教育发展、法律改革等。 这些人的行动

远远超越了抵抗苦难本身。苦难，成为他们超越生活

的起点。 我们称这些人为超级幸存者。 (陈洋)

寡头

作者：戴维·霍夫曼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普利策获奖作家作品，兼备戏剧

性与真实性。记录俄罗斯寡头政治时

期的里程碑之作，具有无可取代的意

义。 涉及热门话题人物和时期，为读

者展示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

历史根源，历史跨度大，资料详实可

靠。 2011年修订补充版，更新了人物

与事态近况。

作者简介：

1995

年至

2001

年间出任《华盛顿

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现为《华盛

顿邮报》特约编辑。

重构零售

作者：王晓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新零售绝不是简单的线上线下融

合相通，在零售营销的技术变革中，顾

客洞察———身份识别、位置识别、个性

化服务，构成了关键驱动要素。 总之，

本书将为你一一讲解新零售的真正含

义，以及如何用新思维、新模式、新方

法来迎接新零售。

作者简介：

王晓锋， 上海六韬三略咨询机构

创始人，上海九逸科技有限公司

CEO

，

曾任联想零售执行委员会专家委员，

常年从事零售研究与实践。

认识商业

作者：威廉·尼克尔斯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系统性地梳理了与生活、工

作息息相关的商业常识，内容囊括了

经济运行、求职创业、企业管理、人力

资源、营销、财务、金融等方方面面。

本书独辟蹊径地将经济学和管理学

的经典理论融为一体，援引全球众多

企业和企业家的真实案例，整体架构

适合阅读且实用性强。

作者简介：

威廉·尼克尔斯， 马里兰大学帕

克分校教授（已退休），教学经验超过

30

年，四度获颁“杰出教师奖”。

世界

500

强人力资源总监管理日志

作者：陈浩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世界500强人力资源总监管理

日志》 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从抽象到具体，

从理论到实践，循序渐进、重点突出，

理念新颖， 将人力资源的定位与规

划、员工招聘、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

理、培训发展、员工关系以及企业文

化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

陈浩， 北京时代光华培训师，山

西晋道盛世文化合伙人。

投资中不简单的事

作者：邱国鹭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投资理念和投资哲学都是简单

的，但是实践中的情形却是千变万化

的，充满各种噪音和干扰。 简单的是

理念本身，不简单的是如何在荆棘密

布、 陷阱重生的市场中执着地坚守、

灵活地运用，这是《投资中不简单的

事》成书的初衷。

作者简介：

邱国鹭，高毅资产董事长。

19

年

从业经历包含了

60

亿美元资产管理

公司合伙人、 跨国对冲基金创始人、

2800

亿元公募基金公司投研负责人

等经验。

好好赚钱

作者：简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好好赚钱》要阐述的核心问题

是，理财就是理人生。大部分时候，我

们并非受困于物质本身，而是受困于

思维的局限。本书帮助读者理清对金

钱的困惑，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建立

属于自己的理财逻辑系统，通过打理

我们的财务，实现被动收入，走上真

正的好好赚钱之路。

作者简介：

简七， 简七理财创始人

&CEO

，

注册税务师，曾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和世界

500

强企业。

数字货币助力精准货币调控

□郑渝川

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的研究，近年来许多

国家都在加速推开。我国央行在2014年成立了

专门的数字货币小组，次年开始研究数字货币

的发行和运行框架以及涉及到的关键技术。

2016年，央行开始筹备数字货币研究所，并在

2017年初开始试运行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

金融科技与货币重构》指出，作为货币载体形

式的演化，数字货币取代电子货币，由此将使

得货币发行更加高效、安全和成本低廉；并将

因此使得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增加———

这一过程之中，央行进行精准货币调控的能力

大大增强。

按照作者的观点，数字货币的发行为央行

升级为“超级央行” ，更加精准实施货币调控

政策创造了条件，也将因此更好地稳定社会信

用总量，对于金融周期的影响也增强了。 为了

实现这项目标，我国应当进一步把握金融科技

改革创新机遇，让金融改革、金融科技改革与

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财税等经济其他领域

的深入改革结合起来，使得金融改革可以更好

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强调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凸显稳

健创新的意义， 这无疑也适用于数字货币及

其监管的发展。 本书还指出，随着互联网金融

的发展， 特别是包括数字货币在内的各项重

大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暴露出传统金融监

管的局限性。

作者认为，数字货币的发行使用能够有效

打击洗钱、贪腐、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行为，各

种行为都会获得记录，无法根本性地藏匿或灭

失；让纳税、医保、社保支付更加高效透明。 但

数字货币的发行长期来说，会使得金融资产转

换加速，让银行存款脱媒，还会进一步诱发目

前已经突出的金融乱象，因而需要及时升级监

管体系，以提高监管水平。

《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与货币重构》开篇

简要回顾了货币演进历史，解析了美元被确定

为世界货币之后创建出的美元霸权走向终结

的原因所在， 指出货币载体无论如何演化，其

核心都在于信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货币

竞争带来了金融账户体系的互联互通，将因此

使得全球支付体系进一步成型。

我国货币载体经历了商品货币、 金属货

币、金属铸币、信用货币等时期，在改革开放以

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与世界接轨，所以在纸

币阶段越过了纸质支票的支付阶段，直接进入

电子票据和银行卡阶段。 特别是在近年来，移

动支付这一无现金支付方式，随着支付宝和微

信支付的普及，成为国内与现金支付拥有同等

权重的方式。 移动支付的较高覆盖率和渗透

率，为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发展也铺平了道路。

数字货币按照发行主体，可以分为私人数

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 这本书一大独到之处

在于，作者非常娴熟、深入地运用复杂网络理

论指出，在互联网金融所构建的复杂网络系统

中，货币流通将成为各类账户构成的节点之间

的数字和信息流通；复杂网络不接受匿名节点

接入，所以数字货币运用推广的重要前提必然

在于，“完全实名化的金融账户体系和验证实

名制的有效方式” 。作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拥

有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的数字货币将在现有

支付清算平台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与完善，继而

建立改良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由此可以避免对

于现有货币体系的过于激烈的震荡。

对于近年来议论热度很高的 “比特币” ，

作者认为其无法扮演法定数字货币角色。 理由

在于，比特币不是中央银行发行，无法满足某

一经济体、 全球经济体掌控发钞权的要求，也

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职能；而比特币的匿

名性对于全球安全稳定有影响；另外，比特币

产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活动。

《数字货币：金融科技与货币重构》还提

出，法定的数字货币体系至少应当包括数字货

币底层、数字金融账户体系、数字身份验证体

系三层；在对照我国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央

行有关数字货币的发行原则后，作者概括提出

了必要的原则：法定原则、物理虚化原则、一一

映射原则、复杂网络实名原则等。

书名：《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转型发展评价报告》

作者：胡恒松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书名：《幸存心理学》

作者：戴维·B.�费尔德曼

李·丹尼尔·克拉韦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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