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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金融体系

是开放型经济突破口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对

外 开 放 机 遇 期 ， 面 对 新 形

势、新挑战、新任务，需要

加 快 构 建 开 放 型 新 经 济 体

系，其中，开放型金融体系

的建立是构建开放型经济的

关键突破口。

当 下 ， 在 基 本 取 向 方

面 ， 中 国 将 从 汇 率 制 度 调

整、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

策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四个

方面推进金融对外开放。

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

策略选择方面，稳步推进的

市场化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基

本前提，协调好与世界主要

经济体的关系是对外开放的

重要保障。

———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经济学系教授 董志勇

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变股市快牛为长牛

与发达国家的长牛慢牛

相比，中国牛短熊长，很难

对实体经济形成有效支撑，A

股投资者投机盛行，投资缺

乏，市场发育仍不成熟。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

资本市场重要性愈发提升，

资本市场的繁荣稳定将为发

展直接融资、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等一系列重大改

革提供良好条件。

应借鉴发达国家资本市

场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体

制机制，变快牛为慢牛长牛。

———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

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任泽平

就业“优先”
不妨从给新业态松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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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秉笔直言

经梁山县人民政府批准，梁山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等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联合申请竞买必须提供联

合竞买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受让人。

梁山县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

地的用地者，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梁山县土地和

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符合

竞买资格、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的

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按

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该宗地挂牌出让文件。申请

人可于2019年3月13日至2019年4月9日登录

梁山县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交易系统网站(http://218 . 59 . 158 . 87:8089/

GTJY_JN/)查询下载。申请人须详细查阅

了解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竞买须知、

《出让合同》(草本)、宗地现状、规划部

门的规划指标要求等相关信息后，按照网

上交易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4月2日9时至

2019年4月9日16时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

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保证金。缴纳竞

买保证金按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截止

时间(到账时间)为2019年4月9日16时。

六、网上挂牌报价时间为：

2019-03号宗地2019年4月2日9时至2019年4

月11日9时00分；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

经网上交易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进入网上

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买人可于2019年3月13日至2019

年4月9日可自行实地现场勘察出让地块。

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中的宗地，如竞

买人有异议，可以在公告期限内以书面形

式向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梁山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异议后十个工作

日内予以书面解释。如无异议，申请一经

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该宗地的现

状全部接受。

2、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公告中有关规

划指标要求，以宗地出让文件中规定的指

标为准。受让人要严格按照规划方案和国

家有关规范要求执行。其他公开出让事项

如有变更，将在互联网络及有关媒体刊登变

更公告，届时各竞买人以变更公告为准。

3、存在竞买须知所示情况的，竞买

保证金不予退还。

4、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交易活动，由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梁山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负

责，在网上交易平台进行。竞买保证金由

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监管，竞标完成

后5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划转。如遇到疑难

问题，请及时与该中心联系。

5、由于系统原因，本公告不能直接

原文在中国土地市场网发布。中国土地市

场网所示土地出让公告内容与本公告内容

不一致的，应当以本公告为准。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0537-7618112

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537-7618112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0537-

7363625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3日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梁挂告字[2019]3号

国网山东电科院：

在全国实验室间
比对中获优秀

导报讯(记者 李昕 通讯员

窦丹丹 张劲)日前，国网山东电

科院收到2018年度国家认监委C类

能力验证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实验室间比对结果通知单和合格证

书，综合评定优秀。

本次能力验证提升了实验室人

员的检测技术，是实验室质量体系

的重要保证。自2014年起，该院连

续5年参加全国实验室间比对，结

果均为优秀，今后两年内接受资质

认定评审时，可免于现场考核。

宗地名称 2019-03

土地位置 东、西、南均邻梁山县步步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邻金城路。

土地面积(m2) 17735

出让方式 挂牌

土地用途 商住混合用地

出让年限（年） 商服40住宅70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密度：不大于25%；容积率地上1 . 5-1 . 9，地下不大于1 . 1；建筑规
模：地上26602 . 5平方米-33696 . 5平方米（住宅：不大于31276 . 5平方米，商
业不大于2420平方米），地下不大于19508 . 5平方米（两层）；建筑高
度：不高于60米（坡屋顶除外）；绿地率：不低于25%；地下空间建设：
一层占地面积13508 . 5平方米，一层建筑面积13508 . 5平方米；二层占地面
积6000平方米，二层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起始价 (万元 ) 4581

增价幅度（万元） 70

竞买保证金（万元） 4581

交付条件 净地

缓解老年大学“入学难”
还需社会化方案

近日，各地老年大学纷纷

迎来春季招生报名。与往年一

样，老年大学“入学难”再次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比 起 适 龄 儿 童 “ 入 学

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

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

“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

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

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 7万

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

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

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 . 4亿人，

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

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

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

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

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老年大学之所以供不应

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

于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

企事业单位开设的，难免力

不从心。

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北

京、济南等地最近相继发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

施意见》，不约而同地提到“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

《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

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推

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

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

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

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

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

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

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

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

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

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

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

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

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

学的压力——— 老年大学应成

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

不 应 成 为 享 受 文 化 生 活 的

“避难所”。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

教育”，步子不妨再迈大一点。

(赵志疆)

随着移动互联网、APP、移

动支付等新技术的出现，共享经

济迅速发展，汽车共享、住宿

共享、社区服务共享等新经济

形态不断涌现，催生了大量新增

就业机会，其作用举足轻重，不

可忽视。

首先是就业形式多元化。灵

活就业形式越发多元，工作内

容、工作岗位、工作形式、雇佣

形式灵活多变，工作层次涵盖高

中低端，新职业不断涌现。从过

去集中在低端、简单的劳动用工

领域，已经覆盖各个层次方面：

既包括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

务活动，从事建筑、装修、家政

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职业，也有通

过自身知识或技能从事各类自由

职业，通过各类创业创新平台实

现网店就业、创业就业等。

其次是全职就业兼职化。

全职就业出现了兼职化倾向，

许多有正式工作的人群利用空

闲时间兼职兼业，如公司职员

下班后开滴滴专车。这使得个人

的工作和职业的边界越来越模

糊，一个开淘宝网店的人本身可

能是高校教师，经营淘宝店是他

的兼职工作。

另外是零工就业全时化。利

用互联网平台，即便没有全职正

式工作的人也可以实现一天8小

时的全时工作，这使得个人的工

作和雇佣相分离。

最后是组织方式平台化。随

着分享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平

台组织出现，劳动者灵活就业实

现的方式通过平台得到了全新的

改变。 (梁达)

新业态促就业作用不可忽视

最近，国内媒体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教育(79 . 8%)和就业

(77 . 1%)是受访者最期待的议题。

这一期待也得到了分量十足的回

应。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就业优先与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并驾齐驱。“就业”

二字由传统民生版块升级为宏观

调控内容。

就业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

的稳定器。就业对应着群众的饭

碗，对应着老板的格局，也对应

着GDP的冷暖。就业稳、收入

增，底气和信心就有了最坚实的

四梁八柱。

就业虽然是劳动者的事，但

说到底还是由岗位需求决定的。

传统产业腾笼换鸟，尤其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技术越进步，岗位

越稀缺。这个时候，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就尤为珍贵。比如网约车

行业，虽然从出现时间来看已经

算不上新业态，但由于监管层面

的拖沓与迟滞，迄今仍在半明半

昧间游走：门槛高、制度硬、掣

肘多、发展缓。

2018年9月11日，李克强总

理考察市场监管总局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时说，我国近年来新业

态、新技术、新模式方兴未艾，

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就

业岗位，更大大方便了群众生

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包容

审慎”的监管方式。在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仍然明确强调要

“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支持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健康成长。”

以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业态，

其实早该进化到“2 .0版”了，如

果还是以传统思维来刻板管制，不

仅市场活化不了、就业增长不了，

民生福祉也增益不了。网约车这类

具有代表意义的新业态，足以说明

很多现实问题：安全当然是第一位

的，这是个共识前提；但是，将网

约车列入“整个出租汽车行业”一

条线地管制，恐怕会出现问题，从

这两年网约车行业从业者数量的

变化就大概能够证明。

新业态创造了很多就业机

会，说到底也是民生之本。值得

注意的是，新业态往往是跨部门

的，如果按照简单的条块管理，

或会造成政策上的“误伤”。就

像外卖行业，平台固然要管理，

食安部门、交通部门也会涉及，

劳动监察更是责无旁贷，还牵涉

其他诸多部门。如果仅仅认为发

个牌照就一劳永逸，新业态只怕

迟早会失去活力。

今年，政府部门会多管齐下

稳定和扩大就业，“让更多青年

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

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

璨。”凭技术和劳动吃饭的人

们，依托经济新业态而生，审慎

监管若能科学有序地“网开一

面”，他们的饭碗才能稳固、才

能长远。宏观就业政策的“优先

级”，不妨先从给网约车等新业

态松绑开始吧。 (邓海建)

凭技术和劳

动吃饭的人们，

依托经济新业

态而生，审慎监

管若能科学有

序 地“ 网 开 一

面”，他们的饭

碗才能稳固、才

能长远

E 一家之言

月薪过万
小龙虾专业该点赞

小龙虾专业火了！湖北潜

江境内的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日前公布了“潜江龙虾学院”的

录取名单，学院从162名报名者

中录取了86人，学院实行的是

两年制专科教育。

有些人可能对此不理解：

小龙虾也是专业？是不是太奇

葩了？话说回来，近些年来类似

的奇葩专业还真不少，在普通

人看来，大学开设这些专业，有

点不务正业，甚至是哗众取宠。

但事实是，这些新奇的专业很

走俏，目前，潜江的“小龙虾学

院”有两个年级的在校生，一共

130人左右，还没毕业就已经被

预定一空了，平均月薪过万。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小龙虾

等网红专业抱有不屑的看法？

这实际上和人们对高等教育存

在一些认识误区有关。他们认

为大学教育就应该高大上。这

种认识误区导致有的学校不顾

实力、不顾市场需求片面追求

教育面面俱到，结果导致培养

出来的学生既没有搞学术研究

的能力，出了校门也没有找到

工作的能力，这说明这种大学

教育出了问题。

实际上，这些报考“小龙虾

学院”的“吃螃蟹者”，选择职业

教育而非“克莱登大学”，是既

利于个人发展，也利于社会发

展的。首先，接受教育的目的之

一是为了使自己生活水平更

好，简单说是能有一份好的工

作。如果读了小龙虾专业后，把

小龙虾钻研透了，做出与众不

同的小龙虾，做出了一种工匠

精神，也是一种成功。正如全

国人大代表、潜江市市长龚定

荣所说：“人才分很多种，有的人

才能让卫星上天，但不一定能让

小龙虾下锅。”月薪过万的“小龙

虾学院”的学员也是人才。

其次，小龙虾已成为我国

农业发展中的新型大产业，它

的健康成长与否已关系到某些

地区农民增收。如今，湖北荆州

的小龙虾已走出国门“打进”了

世界杯，潜江的小龙虾产业全

方位发展，也已成为中国小龙

虾产业发展的名片。小龙虾消

费已经在第三产业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它带动了食材培育、

烹饪工艺、市场营销、餐饮管理

等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发展。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

元，但行行需教育。毕竟如今小

龙虾的产业链还存有提升空

间，这正是此类专业存在的价

值。高等专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

提升这类行业的科学化、专业化

水平，使之健康发展，进而建立更

高端的产业水平。当前群众对于

生活的需求已然走向多元化，对

应的商品及服务也应逐渐走向高

品质。小龙虾专业、白酒专业等网

红专业，只要能提高相应行业的

产业水平，就应该支持。(项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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