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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时间又提前了 4 年。
“ 国六”的切换过
于突然，各厂家新产能无法及时跟上，
必然带来经销商进车趋缓和有换购需
求的消费者观望情绪蔓延。
面对车市低迷，不少车企和经销商
感到悲观与迷茫。毕竟，车企和经销商
已经习惯了在快速增长市场中“躺着赚
钱”，如今被要求在“红海”中“冬泳”，确
实一下子很难适应。但是，随着中国车
市从增量市场竞争时代转向存量市场
竞争时代，残酷的“淘汰赛”不可避免。
再难也得咬牙坚持，再苦也要奋力转
型，否则就可能面临出局的命运。
国际产业经验表明，
汽车是一个规模
经济和品牌高度集中的行业。企业只有
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
在全球范围内兼并
重组，
不断淘汰落后者，
在本土和海外两
个市场形成较大产销规模，
才能成长为拥
有世界级品牌的跨国巨头。在这个优胜
劣汰的过程中，
尽管相关国家的汽车企业
数量变少了，
但这些剩下来的企业每年产
销量却更大了，
竞争力更强了，
经营质量
无一例外地都获得了较大幅度增长。

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机制下，有竞争
力的企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
萎缩消亡，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因此，我国汽车企业淘汰赛的
到来，并不是坏事。对于一些车企来
说，车市寒冬固然增加了其生存危机和
发展压力，但危和机从来同生共存。换
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倒逼其创新求
变、强身健体的契机呢？
更重要的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全球汽车产业正迎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汽车产业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如果企业能够
抓住此轮机遇，围绕“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共享化”发展新趋势，练就一身
过硬本领，不仅不会被寒风击倒，还可
能会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美好的春天。
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我们有理由相
信，经过短周期市场下滑压力下的战略
调整及长周期的结构性改革，中国汽车
产业必将跃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杨忠阳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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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政府投资
有利带动社会资本

《政府投资条例》明确了政府投资的
范围及原则、决策程序、投资计划、项目
实施、事中事后监管等具体要求。条例
对政府投资范围和方式所提出的规范性
要求，有利于引导正确处理政府投资和
社会投资之间的关系，强调更加重视发
挥政府投资在补短板、增效率、强基础、
转机制等方面的导向性作用，带动和激
活社会投资活力，共同激发投资拉动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
高质量的投资撬动高质量经济社会发
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实现我国投
资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创造宽松稳定的
政策环境。
王安 经济日报

莫让平台
“二选一”
卷土重来
经历了高补贴和烧钱大战后，外卖
平台逐渐从规模快速扩张期转入资源
掌控期，不规范竞争行为也集中显现。
据报道，近期部分外卖平台利用强行下
架、提高佣金费率、缩小配送范围等手
段要求商户签订“独家协议”，导致不少
中小餐饮企业外卖订单锐减，经营状况
堪忧。
前些年，一些电商平台就存在要求
合作商家只能入驻一家销售平台的问
题，如今“二选一”又在外卖平台“霸气
重演”。这不仅阻碍了同等市场经营者
与其公平竞争，而且对商家损害很大，

剥夺了商户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严重
影响了消费者权益。
“二选一”会影响市
场充分竞争，使消费者做出比较的空间
变小，不利于行业提升供给效率与质
量。
无论是外卖平台，还是电商“二选
一”，都严重违反了《电子商务法》
《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2017 年新修
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利
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利用技
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
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
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正常运行的行

为。然而，一些外卖平台依然要求商户
“二选一”，多次被相关部门约谈，相关
问题仍屡禁不止。这也暴露出监管部
门的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对于“二选一”这种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实行不正当竞争的做法，必须依法
加大监管与执法力度，不能任其一再重
演，确保行业公平竞争。同时，无论是
电商平台，还是外卖平台，都要从长远
利益出发，实现企业、商家与消费者共
赢，这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王道，也有利
于行业健康发展。
戴先任 经济日报

慢慢习惯没有一次性用品的生活

店 44 万家，接待旅客 48 亿人次，其中，
70% 以上的香皂在仅使用过一次之后
就会被丢弃。按重量计算，每家酒店
每天约有 5 斤一次性香皂被丢弃，全国
一年丢弃的香皂就超过 40 万吨，按照
每吨香皂两万元钱来算，就是 80 亿元
的花销。这是直接成本，还有垃圾处
理成本。仅仅香皂就如此，所有一次
性日用品又会怎样？
控制一次性用品，或许会给出行带
来不便，降低用户体验，但要看到，这么
做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还可以保护
环境，缓解二次污染的问题。现在绿色

生活最时尚，也正是因为如此，携程旅
行网最新调查显示，超过八成消费者支
持酒店不提供一次性用品。
因为有着“主动”这两个字，一次
性日用品的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但
是否就意味着没有意义？拿“限塑令”
来说，很多人只看到了那些花钱买的
塑料袋，而没有看到就是因为增加了
这一环节，原来是伸手就要一个塑料
袋，而现在悄悄缩了一下手，很多人的
习惯悄悄发生了改变。如果没有这个
规定，塑料袋的使用肯定会远远超过
目前的规模。这里，不是说“限塑令”
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改善和提升，而
是说不能因其存在不完美的地方，就彻
底否定其价值。
因为考虑到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
的习惯，担心一下子“断供”会带来旅行
的不便，这才提出了“不主动提供一次
性日用品”。这个规定的作用，不会一
下子就带来 180 度的转变，但只要这个
规定存在，就会慢慢侵入人们的内心，
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
上海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
品”
，也是对公众的一次提醒。
东原 据北京青年报

金融科技公司
市场化机制待完善

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科技重
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特别是大型商业银
行，科技人才相对较多，科技力量也相对
较强。但是，银行现有机制相对稳健保
守，对创新包容性不够，
容错纠错机制和
完善的研发机制也很难建立，
银行的科技
实力和人员研发能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成立子公司，有利于摆脱母行体制束缚，
引入更多创新文化，
更好适应金融科技的
发展要求。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成立
时间不长，
在公司治理机制、
市场化机制等
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未来发展的
核心，
是要加快市场化脚步，
形成鼓励创新
的文化，
实现对市场需求敏捷反应，
产品创
新快速迭代。
董希淼 经济日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31 选 7”第 19128 期昨晚开奖
正选号 07 09 11 14 19 22 27
特别号 30
“22 选 5”第 19128 期昨晚开奖
中奖号 03 11 13 14 18
“排列五”第 19128 期昨晚开奖
中奖号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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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结果以体彩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15选 5”第 2019128期昨晚开奖
中奖号 06 07 08 12 14

开奖结果以福彩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东南漫画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是《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要求的。很多
人都听过“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其
实这句话有着很大的诗意成分，且不说
从垃圾到资源，需要巨大的转化成本，
就说按照目前的技术和条件，很多垃圾
根本无法转化成资源。也正是因为如
此，现在垃圾处理成了全球难题，从源
头开始控制也成了共识。
不 难 估 计 ，宾 馆 酒 店 不 主 动 提 供
一次性日用品，会让很多人不习惯，但
改变这个习惯，会带来超乎想象的收
益。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有酒

陈彬 图/

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拎
包出门”，而包里连洗漱用具
都不带，因为宾馆早已经提
供得好好的。可是，未来可
能会遇到尴尬。从今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市旅游住宿业
将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剃
须刀等一次性日用品。同
时，根据上海市文旅局发布
的实施意见，违者将依法处
罚，市民游客也可以举报。
（5 月 14 日《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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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要在淘汰赛中强身健体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前 4 个月，我国汽车产销 839 万辆和 835
万辆，分别同比下降 11%和 12.1%。随
着天气回暖，车市跌幅不仅没有收窄，
反而呈扩大之势。
此 前 ，部 分 车 企 借 助 国 家 降 低 制
造业增值税税率契机，纷纷开启官降
模式，还有不少企业自掏腰包进行下
乡 补 贴 ，现 在 看 来 消 费 者 并 不 买 账 。
车市持续低迷，除了有汽车产销基数
已高、一些消费者购车能力受到高房
价挤压、部分城市限购政策抑制消费
需求等原因，当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
的新动向，那就是一些地方提前实施
“国六”排放标准。
与汽车排放“国五”标准相比，
“国
六”排放指标之严远超业界想象。按照
此前确定的时间表，该标准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然而，迫于环保压
力，不少省份已将这一时间提前至 2019
年 7 月 1 日，甚至有城市还宣布，在 2019
年 7 月 1 日一步到位实施“国六”的第二
阶段“国六 B”，这比国家原定实施“国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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