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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堵減排不能讓窮人買單
近日，網上流傳國家
發改委擬放寬汽車限購
政策，且要求取消無車
家庭購車的限制。消息
一經傳播，為何立刻引
發輿論熱議，只因為觸
發了窮人的痛點。
不能否認，治堵減
排，這一汽車限購政策的動機確是高大上的，但其推
行的手段，卻是典型的強盜邏輯。因為，致堵的車是誰
的車，這個問題，非常地關鍵。

挖窮補富是痛點
按鄧公的指示，人人都想 「先富起來」 ，追求小
康富裕家庭的標準是什麼？通俗地說，就是有房有
車。可以說，曾經先買車的一族，也就算作是內地
「先富起來」 的階層。由此推理出，城市已產生的
擁堵，就是先富階層先買的車，首先造成的。
但俺是窮人，俺是無車家庭，已經造成的擁堵，
自然跟我無關。那窮人，有沒有後富起來的權利，
當然有啦。且慢，在汽車開始普及的年代，窮人好

不容易也算 「富」 起來了，買得起車 了，悠然發
現，限購等你很久了。搖啦搖，搖到外婆橋，千分
之一左右的概率，多少無車族 N 年也沒搖上一個牌
號。實際上等於變相剝奪了 「後富」 的窮人的購車
權，那杠精們會說，不 是可以交上十萬六萬的大
洋，就可以隨便競價購號嗎？那為什麼已經造成擁
堵的先富人群，反而一分不掏呢？
所以，從 「後富」 的窮人的視角來看，先富人群
的車造成的擁堵，讓無車的想買車的「後富」窮人埋
單。無異於挖窮人的肉，補富人的瘡。這不是強盜邏
輯，那又是什麼邏輯？汽車限購的簡單粗暴。窮人一臉
無辜的樣子，似乎再一次驗證了強權即真理？

機會均等是底線
想起地球村裏有關溫室氣體鬧減排的事。發達國
家的工業化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數百年期間通
過毫無限制地排放溫室氣體取得了巨大發展，過上
了發達的富日子。而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工業化僅
數十年的歷史，發達國的歷史排放總量遠遠高於發
展國， 卻反而企圖要求發展國承擔更多的減排責
任，這也是一種強盜邏輯，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權的蔑視，所有的發展國都非常生氣。
城市的治堵，假設類比於世界的減排，那麼窮人
的購車權，就相當於窮國的發展權。發展面前國國
平等，同樣道理，購車面前人人平等，無車家庭購
車，為什麼反而要比已經製造城市擁堵 N 年的有車
先富族，承擔更多的責任？
如果說現行對於無車家庭的汽車限購政策是對
的，也就相當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發展中國家
所要求平等發展 權 的 立 場 都 是 錯 的。城 市 治 堵 減
排，絕不能以犧牲窮人的平等購車權為前提。相形
之下，住房限購政策就要人性化得多，不論貧富，
不論買得起，還是買不起，每個家庭都可以一套或
二套的購房權。
阿 Q 曾說，和尚摸得，我為啥摸不得？其實，每
一項政策的出台，平民階層首先最在意的是公平獲
得感。所以，未來若放開無車家庭購車權，其促進
和諧的社會意義，要 遠 大 於 其 促 進 消 費 的 經 濟 意
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購車權，比如香港的汽車市
場，人人都買得起，但不一定人人都用得起。提高
所有人的汽車使用成本，而不是提高窮人的汽車購
車成本，才是治堵減排的長效機制之一。

「房住不炒」不容置疑

關於中國房地產市
場的調控政策，4 月
19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會議再次強
調，要堅持房子是用
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定位。由此可看
出，中央對於房地產
市場調控的態度，依
然是延續着 2016 中央
經濟會議以來 「房住
不炒」 的思路，即對
於房地產市場過快過熱發展保持警惕，並對市場中
的投機炒作分子給以打擊，以確保房地產市場能夠
健康平穩地發展。

調控決心未變
由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並未
提房地產內容，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沒有
提及 「房住不炒」 ，不免使得市場開始揣測中央已
經默許房地產調控政策的鬆綁。加上在實際的市場
變動中，一些地方的樓市政策確實出現了鬆動的情
況，比如部分城市放開限購、下調房貸利率等，給
了投機客可乘之機。此外，近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
《2019 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關於戶籍制

度改革的相關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界的
心理預期，認為是變相對樓市調控政策的放鬆。正
是由於一些 「炒房客」 的煽風點火，使得原本處於
下行態勢的樓市開始了一波躁動情緒即最近一些熱
點城市樓市的波動與此不無關係。
不過，雖然今年全國 「兩會」 的政府報告沒有提
及 「房住不炒」 相關的內容，但實際上相關部門的
高層領導的講話中多少是有表態的，比如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部長王蒙徽在 「兩會」 答記者問時就提及
了 「房住不炒」 。但遺憾的是，一些市場人士避重
就輕，有選擇性地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因此，基於
目前房地產市場上出現的一些擾動因素，這次的中
央政治局會議有必要發出響亮的聲音，向外界釋放
樓市調控政策並沒有鬆綁的信號，並給予 「炒房
客」 致命的打擊，來穩定市場的預期，防範樓市過
熱發展帶來的風險。

確保樓市平穩健康發展
關於近段時間來樓市的動向，目前外界熱議得較
多的，無疑是樓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樓市 「小
陽春」 局面，扭轉了去年下半年後樓市多項數據明
顯下滑的悲觀態勢，也使得一些持觀望態度的投資
者入場，市場需求有所回升。整體來看，受中美貿
易戰有可能達成協議、人行接連降準等寬鬆貨幣政
策的影響，今年內地一季度的樓市整體變現得不

錯。不管熱點城市房價的回升，還是房地產投資、
銷售數據的回升，都可以看出樓市暫時得以告別
「寒冬」 ，而至於 「小陽春」 的局勢能否持續，則
還有待觀察。
儘管今年的樓市開局表現不錯，但同時也應該看
到，內地樓市兩極分化的現象非常明顯。一些三四
線城市房價的持續下滑，一些城市樓價的 「白菜
價」 讓外界揪心不已。受制於中國棚改貨幣化安置
比例的下降，以及三四線城市本身需求不足的 「硬
傷」 ，一些地方樓市在快速下降，也由此帶來了不
少風險隱患。毋庸置疑，房地產市場的快速下滑，
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對
於被房地產 「綁架」 的中國經濟而言，市場的快速
降溫更是如此。無論是對地方政府、銀行，還是房
地產開發商、購買房產的投資者而言，樓市的快速
降溫，均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很明顯，中國政府對於樓市的態度是要防止大起
大落，即要在 「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上發
力，確保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此次中央政
治局會議再次定調 「房住不炒」 和 「因城施策」 ，
既是要防止投機者的 「炒樓」 行為，也是在顧及到
不同城市的發展情況，避免一刀切調控帶來的影
響。總而言之，中國政府對樓市的調控思路依然不
會改變，中央遏制房價上漲的決心不會改變，造謠
房地產調控政策會放鬆的投機者可歇歇矣。

「韓流」 撞上 「颱風」 可能是天災
如果說前行政院長賴清
德參選 2020 是個震撼彈，
那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參加
國民黨初選絕對是超級核
彈。這隻大老虎的出現，
不僅令藍營內部競爭變得
更加複雜，更將給台灣政
壇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
百年老黨的廝殺，原本
已在黨魁吳敦義運籌帷幄下逐漸平息，並朝着徵召
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方向發展。如今，半路殺出個郭
台銘，又重回亂局，甚至是分裂的破局。

郭韓雙雄 誰更適合？
如果說上半場聚焦 「是否徵召韓國瑜」 ，那下半
場就是 「韓國瑜要不要參加初選」 。原本徵召的路
徑因郭台銘一句 「參加初選，絕不接受徵召」 而重
回 君 子 之 爭。雖然吳敦義重申徵召韓國瑜立場不
變，但強調要看韓自己意願，無疑將球踢給了韓國
瑜，讓曾強調不參加初選的他左右為難。畢竟，論
選 舉 經 驗 他 遠勝郭台銘， 論人氣、 風格也勝郭一
籌，論民調更是佔上風。
更重要的是，先後登陸、訪美的韓國瑜已洗濕個
頭，能量聚集到位， 「韓粉」 培育豐收，如果不參
選，不僅讓 「韓粉」 傷心，自身未來政治前途更面
臨巨大不確定性，甚至沒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而

參選則 會被批沒有政治誠信、 背叛高雄市民。因
此，韓選擇將球踢給了高雄民眾， 「韓粉」 日前包
圍國民黨中央，嗆聲 「非韓不可」 ，有人甚至上演
絕食挺韓戲碼，可預見 「郭韓之爭」 好戲在後頭。
有調查指出，有三分之二的 「韓粉」 明確表示
「非韓不投」 ，挺韓音樂人劉家昌甚至炮轟郭台銘
危難時隱身，看到利益就出來。想必不止韓國瑜天
人交戰，吳敦義也頭痕。而若沒有韓國瑜，郭台銘
擊敗朱立倫與王金平應該不是什麼難事。若韓國瑜放
手一搏，鹿死誰手還很難說。但可以肯定的是，黨內
勢必要經歷一番廝殺，傷和氣事小，韓與郭其一必
成犧牲品事大。對國民黨而言，最好的結果是韓表
態不選，專心高雄市政，並說服 「韓粉」 全力支持
郭台銘。如果郭台銘順利登頂，並交出不錯政績，
而韓又能保持能量，2024 接棒機會還是很大。

從政與從商是兩回事
或許是出於對首富的膜拜，很多人認為，郭台銘
出馬，蔡賴就歇菜了。真的有這麼樂觀？誠然，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逆襲，賦予商而優則仕更多的可能
性和想象空間。也誠然，如同特朗普般，郭董 45 年
的商戰經驗，以及他締造的鴻海商業帝國，足以證
明他經營企業的成功，絕對是參選者中最懂經濟
的。其在人工智能、大數據、5G 等產業資源，對台
灣經濟結構升級、人才培育、產業互補更有直接幫
助。而島內拼經濟的呼聲恰恰空前高漲，深陷多年

不景的台灣民眾對政治惡鬥深惡痛絕，疾呼有執行
能力、能帶領台灣蛻變的領導人出現。而相較於狹
隘、偏激的特朗普，郭台銘國際觀、兩岸觀格局更
大，且與大陸、美國均交好，他似乎就是那個千呼
萬喚的 「救世主」 。
不過，手指有長短，優勢盡顯的郭董同樣有明顯
的劣勢。首先經營企業和治理台灣是兩碼事，雖然
鴻海事業版圖不小，但畢竟相對專業和有序可循，
而台灣地區領導 人 要 有 所 作 為，不 僅 要 有 執 政 良
方，還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的手腕，更需要披荊斬棘
的政治智慧。雷厲風行、治企嚴厲的郭台銘，若徒
有獸性本質，缺乏鬥爭城府，誤闖政治叢林的猛虎
同樣會遍體鱗傷。
尤其是在台灣，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不僅要苦心
志、勞筋骨、餓體膚、空其身，更要接受嚴格的政
治檢視。郭台銘家大業大，民進黨會說權貴復辟；
郭台銘商業成功，民進黨會揭富士康員工跳樓的傷
疤；郭台銘 20 字箴言很精辟，民進黨會逼問其「統獨」
立場；更不用說鴻海在大陸有眾多投資，民進黨免不
了各種抹黑、抹紅。郭台銘這隻大老虎，能否頂住綠營
老虎拔牙的攻勢，是他能否登頂的關鍵。
其實，企業家的郭台銘加上政治家的韓國瑜，才
是台灣最需要的 「救世主」 ，既能看到 「台灣鬼混
20 年」 的經濟病灶，又有能力解決，可惜目前並沒
有這樣一個絕佳人選。至於 「郭韓配」 ，非常好的
夢幻組合，韓國瑜可能今日表態，不妨拭目以待。

亞馬遜留下什麼
上周看到亞馬遜撤離中國，
映入眼簾的標題大都是： 「世
界首富敗給了馬雲和劉強
東」 ，當然這是部分事實，但
會是全貌嗎？

水土不服的背後
作為 kindle 愛好者日常閱讀都
是在亞馬遜上面購買，尊重版
權暢快閱讀，所幸這塊業務被留了下來。在很久很
久以前 ，亞馬遜進入中國頭頂的光環包括 ：領頭
羊、吃螃蟹、頭啖湯……15 年後，卻如此落魄倉促
捲鋪蓋走人？是情懷輸給了時光，還是氣質敗給了
吆喝，抑或是品質不如快銷，以上全部，似乎不能
用簡單一句水土不服帶過。
想當年，亞馬遜收購了雷軍的卓越網，風頭一時
無兩，淘寶才剛成立 1 年，恐怕連爬還都不會，京東
估計就是嬰兒，上 「卓越亞馬遜」 購物那絕對算是
一件拉風的事。可如今，亞馬遜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被阿里巴巴和京東還有拼多多擠壓得只剩 0.6%，連 1
個百分點都保不住。老闆貝索斯自己總結的 3 個失敗
原因：不夠激進、投資不足和本土化不充分。後兩
點很認同無異議，但是激進能算一個自我檢討的褒
義詞嗎？
話說自從抖音興起之後，的確多了不少 「靡靡之
音」 ，再孤陋寡聞的人也能被迫見識。幫撥牙的同
事推薦水牙線，按昔日購買的鏈接推送之後發現是
「李佳琦同款」 ，李佳琦是誰？同事急忙給補課，
抖音上面的口紅男孩。作為一個只認識鄭秀文年代
的人，男孩通過推銷女生口紅躥紅，試問這個時代
是有多麼包羅萬象，也難怪這位一身傲骨連宣傳推
廣都不願意的世界一哥水土不服。

品質提升之手段
數落半天，亞馬遜豈不一無是處，非也。竊以
為，Prime 作為亞馬遜最好的購買體驗就很值得借
鑒。成為會員，除了全年免費閱讀大量 kindle 電子書
之外，還可以享受免費包郵服務；此處要劃重點，

販售商品若帶有 Prime 標識其品質經過亞馬遜驗證，
更可靠更安全更保質。迄今為止，Prime 仍是亞馬遜
最成功的王牌，值得淘寶、京東乃至拼多多學習借
鑒。無論是淘寶還是京東，更不用說拼多多了，打
假至今仍在路上，當業界批評亞馬遜在中國自營模
式過於厚重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好好補充說明，
該模式的標準化、品控能力之強，換言之，這會不
會才是杜絕假貨的有效手段呢？
品質，相信也是上周神州大地最鬧騰一個詞了。
平治 「車鬧」 ，越演越烈越滾越大，劇情跌宕起伏
翻來覆去。實際上，如果平治品控盡善盡美，如果
三包規定正常執行，如果沒有經銷商一家獨大，哪
來車蓋視頻。這次是新車還沒有開出 4S 店就漏油，
如果出門開了幾公里呢，那就恐怕車蓋哭鬧也解決
不了。要知道，對於小老百姓而言購車款可不是一
筆小數目，在天貓買鞋買包尚且隨處可見 「7 天無理
由退換」 ，居然買豪車還得一哭二鬧三上吊，無論
是防陷阱還是動奶酪，千萬別讓維權之路走得太艱
難。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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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公司發展
只能靠「996」？
正當中國 互 聯 網 公 司 的
「996」 、 「007」 工作制還
在引發網絡熱議的時候，近
期的兩個新聞又給這場討論
添了一把火。一個是某互聯
網鮮生企業在 APP 的版本更
新信息上強行 「蹭熱度」 ，
高 呼 「007 是 常 態 、 996 才
是福利」 、 「沒 有 996， 哪
來那麼多牛掰的功能」 ，結
果引來一波憤怒的網民給
APP 打分一星，導致該 APP
一 夜 之 間 從 評 分 4.5 掉 到 了
1.5；另一個則是，大連一位還處在試用期的女士，
因為發現懷孕而與公司人事部門進行溝通，結果被辭
退，只給予其 200 元的補償。有趣的是，這位女士從
事的工作是網頁設計——也算是廣義互聯網產業的一
部分。

「996」不可持續
曾幾何時，人力資源豐富、人力成本低一直都是
「中國模式」 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因為擁有大
量吃苦耐勞、服從紀律、技能熟練、工資低廉的農民
工，中國才能在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裏，迅速成為世
界工業產業鏈中最為高效，也是最有創新性的環節，
為中國經濟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
相似的原因，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崛起，同樣需要歸
功於無數默默奮鬥的 「互聯網民工」 ：也正是隨着 90
年代中國大學擴招後，大量受過高等教育、卻又面臨
激烈競爭的勞動力被培養出來，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才
能在短短二十年裏，發展到今天可與互聯網的誕生
地——美國相比肩。在技術、軟硬件、理念、創意普
遍落後的條件下成長到今天的盛景，這些中國互聯網
巨頭所擁有的最大優勢，正是身後站着無數默默忍受
「996」 ，在激烈的勞動力競爭中拿着相對低工資、低
福利的中國 「碼農」 、 「程序猿」 們。
固然，這樣的模式從經濟意義上是成功和有效的。
只不過，隨着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這樣的發展
注定不可持續。從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不少互聯網
企業紛紛傳出 「縮招」 、 「裁員」 的消息，顯示中國
的互聯網企業也愈發難以承受日益升高的勞動力成
本。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996」 、 「007」 的高
強度工作制，正日益成為互聯網公司轉移成本的被動
選擇。進一步說，因高強度工作所引發的晚婚、晚
育、少子等問題，只會提前耗盡中國的人口紅利，甚
至提早引發未來中國的 「人口危機」 。
就像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不能用永遠依靠 「血汗工
廠」 、 「低人權優勢」 一樣，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難
道也只能靠 「996」 、 「007」 才能獲得發展？《勞動
法》終究不能淪為一紙空文。一直隱身在討論背後的
勞動監察部門，有必要出來說幾句話了。

中產收入
跑輸 GDP？
上周一眾汽車股漲停，其
背後所透出的管理層，對拉
動中國內需的關切，已到了
何等程度。
自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
中國的進出口受到了相當影
響，擴內需顯得更為重要。
不過時下影響擴內需的最大
障礙，是中產階層收入跑慢
GDP 的增速，收入減少直接
影響到中產階層的消費慾
望。知名經濟學家李迅雷表
示，2018 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顯示，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三個組的人口之和佔總人口
60%，但其可支配人均收入增速只有 4.4%，不足 2018
年 9.7%的名義 GDP 增速的一半。

靠什麼拉動內需
收入直接影響到消費，這也是為何放開了二胎政
策，生育的人口卻不升反降的原因所在。如同李迅雷
所說，中國經濟在轉型，傳統產業毛利率越來越低，
而中低收入階層所處的行業往往在傳統產業。更現實
的辦法是要增加社會福利，給予一些消費退稅、家電
下鄉、新能源車的補貼等等。另一方面，在醫療、教
育、社保、養老等領域，國家要加大投入。針對這類
階層給予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這些福利不僅能刺激
生育，還直接能拉動中國消費，並提高國民的素質，
可謂是一舉三得。
其實，汽車的負增長更多的是由於前幾年高增長，
使汽車普及率大幅上升。如今要刺激新一輪汽車消費
熱潮，應該更多與新能源車掛鉤，統計表明，中國新
能源車佔比尚不到 2%，中國有關部門提出設想，這個
佔比將達到 40%。面對這樣一個龐大增長的市場，意
味着中國汽車工業將發生一次革命性變化。到底是由
消費來倒逼產業，還是由產業來引領消費，這應該成
為中國未來汽車消費主旋律。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
國的擴內需就將打上深深的時代烙印，這是中國的進
步，也是世界的進步。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擴內需，不能搞平均主義，投資
一定要考慮到投資效率，而不是追求地區之間的平
衡。把大量財政投入到高鐵上當然有好處，但高鐵要
修到有效率的地方。據統計，目前只有一線城市的高
鐵能實現收支上的平衡，相當部分的高鐵都處在虧損
狀態。這是中國必須審視的重點問題，否則就會出現
嚴重的資源錯配。如果以中等收入階層收入增速下降
的代價，來換取攤大餅似的高鐵和地鐵建設熱潮，對
中國來說無疑是為未來埋下隱患，這種透支未來的行
為，在以後糾錯的過程中，將付出代價。順時、順勢
而為，與經濟規律對着幹，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