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利共赢，让中美经贸磋商不断向前

“老赖”我行我素并非不懂法

□吴元中

据中国法院网消息，5月
17日上午，最高法院新闻局、
执行局与山东省高级法院联
合举办今年第一期“决战执行
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对济南、
淄博、德州等地法院一批执行
案件、部分实施拘留案件和有
关执行活动现场进行全媒体
直播，1800多万名网友在线收
看。截至当日14时，共拘留17
人，拘传7人，执结案件28件，
达成和解协议案件11件，执行
到位款220多万元，强制腾房3
处，强制清理厂房1处。

随着“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日益临近，
各地法院在不辞辛苦地查询
可供执行财产、把“老赖”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使其出国、
乘飞机和其他相关高消费受
限的基础上，纷纷对“老赖”

“亮剑”，注意使其直接尝受苦
果，直接感受法律的严肃性。

应当说，这才是解决“执
行难”的关键。之所以“老
赖”成风、“执行难”成为一
个普遍性问题并长期难以解
决，并不是“老赖”不懂法、
法律意识淡漠，主要在于法
律与生效裁判失去威慑力。

“执行难”不是出现在人们法
律意识更低的时候，而是在
法律体系越来越健全、法治
进程日渐深入和人们的法律
意识空前提高的近一二十年
才凸显出来，也说明不是法律
意识差的问题。

面对执行人员苦口婆心
的法律宣传，“老赖”就是我行
我素、不为所动，恰恰是太了
解法律以至知道了法律短板。
也确实，自从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的追诉权不再归属法
院，该罪变得极难启动，很大
程度上成了纸老虎。

不仅如此，因“拒执罪”难
以启动，司法拘留就成了对付

“老赖”的最严厉手段，但一些
“老赖”并不把最多十五天的
拘留当回事，且因拘留次数的
限制，一旦拘留后老赖仍然不
履行义务，就更对其没辙，使
其更无所顾忌。而连判决都会
成为法律白条，进行罚款处罚
岂不是更会成空？“拒执罪”启
动难带来的是一系列处罚措
施难以适用。

“如果违法而不受惩罚，
包括法律在内的决议或命令
事实上不过是劝告或建议而
已。”法律与判决就会失去法
律性质，被执行人是不会将其
当回事的。没有有效惩罚做
后盾，执行人员只得一遍遍
说服教育、疲于查询可供执
行财产，并陷于与被执行人
隐匿财产“做斗争”的泥潭中
不能自拔，原本庄严的执行
活动势必失去权威，变得与
民间讨债无异。

从而，一方面为了案件得
以执结，不得不劝双方和解，
不仅让“老赖”牵着鼻子走，且

因长期执行不了使申请人对
判决义务得以严格执行失去
期待，不得不作出让步，使“老
赖”因对抗执行而沾光、获利；
另一方面，没有有效惩罚做后
盾，不仅使部分人对执行活动
不以为然，还会助长对抗乃至
挑衅之风。

人们都是权衡利弊、根据
现实的利害算计行事，关注的
是社会实际中的法律而不是
纸上的法律。也只有追本溯
源，找出执行难的根源，通过
有效惩罚切实维护生效裁判
和执行活动的权威，才会使人
慑于对抗后果不做对抗之事，
也才因为被执行人尽可能主
动履行判决义务而最大限度
提高执行效率和判决履行率，
并使执行人员从一遍遍地查
询执行财产的泥潭中解脱出
来。（作者为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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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人脉靠技术

您怎么看待所在油服行
业的前景，又怎么样在国际上
立足？

孙伟杰：这个产业在中国
尤其难，民营企业的成长尤其
难，但这是我们该做的，因为
抱怨没有用。

我们坚定地走到国际市
场上，我们的服务标准比传统
的欧美企业还要高，比如在阿
联酋，一些难干的活儿、难啃
的骨头，都是我们在做。有难

度的、闹风险的，杰瑞抢着去
做，这样会快速形成我们中国
企业的品牌。

杰瑞有比较稳定的客户
和影响力，不在于我们有什么
人脉资源。很多人问我，你是
学石油的吗？你是不是有很多
石油界的朋友？我说没有，我
认识的人很少。我们很健康地
生存，靠的是产品的技术优势
和良好的服务。

立足“战略”搞创新

走出“舒适区”往往是痛
苦的，您觉得什么是一家企业
的创新动力？

孙伟杰：杰瑞不断投入新
业态，发展理念更多地从“战
略”角度出发。我们现在做的
产业更注重战略的研究，然后
才去投放，才会去做。不像以
前公司小的时候，完全凭借一
种感觉。其实我们早就知道油
服行业的周期性，可是我们还
是忙于每天解决生产、技术市

场等问题，而没有充分地考虑
战略。

其实杰瑞在走到石油行
业之前没有做很多的研究，我
们走到这个行业是幸运的，也
是不幸的。幸运的是，这个行
业空间是很大的，我们通过研
发形成了竞争优势，企业获得
了飞速发展。不幸的是，这个
行业又是相对封闭的。

这几年，我们非常注重考
虑企业的战略，我们后来为什
么要做环保，是经过充分讨论
的，现在也顺应了市场的需
求。我们之所以要做“橙色
云”，我们认为这个空间是巨
大的，之前工业领域互联网应
用少，早期的互联网人不是做
实业出身的，做实业出身的人
去应用互联网可以做更多的
事情。

急功近利难以持续

怎么看待中国工业互联
网的发展，这是传统行业转型

的必经之路吗？
孙伟杰：我们有自己的理

念，有自己的愿景。中国在工业
设计领域追求急功近利，不像
欧美企业，特别是德国企业那
么扎实。我们的产品设计周期
很短，一年就能研发出来，而国
外则需要七八年时间。从效率
来看，我们是高效的、成功的。
但是，我们面对新形势，再那么
急功近利已经很难了。我想，未
来研发周期也会越来越长，也
会按部就班地去做研发。

我认为互联网将来最大
的领域在工业。为什么第一代
互联网人没进入工业领域呢？
因为他们更关注、熟悉的是民
生领域，更熟悉网上的销售和
信息交互，我们作为制造企
业，对于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有更深刻的理解。将来，
互联网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要
远远大于个人消费端，我们对
于“橙色云”满怀信心，希望找
到真正颠覆传统的模式。

（本报记者 张琪）

打造品牌要敢啃“难啃的骨头”

谈判是互谅互让的艺术，
是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彼此利益
交集。一方吃亏的交易不会持
续，双方共赢的合作才能长久。
中美在经济结构和文化认知等
方面的差异，让两国经贸争端
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
复杂性。管控分歧、解决问题更
需双方付出诚意、智慧和耐心。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
副总理刘鹤于5月15日至19日
应邀赴美访问。经过几天紧张
艰苦的磋商，中美双方最终达
成了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并在
当地时间19日下午就经贸磋商
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双方将
在诸多领域加强经贸合作。可
以说，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
有建设性和成果的访问，是对
两国元首此前达成重要共识的
落实，对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
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从今年2月底刘鹤赴美沟
通，到 5月初美方主动派出代
表团到中国磋商，随后习近平
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
电话，再到此次美国邀请刘鹤
率团赴美，这一切传递出一个

清晰的信号：在中美两国元首达
成的重要共识的指引下，双方朝
着解决问题的方向不断迈进。

从北京磋商的“坦诚、高
效、富有建设性”，到华盛顿磋
商的“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
和成果”，几字之变却颇有深
意：磋商次数增加的同时，磋商
成果在不断向前推进。上次磋
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存较
大分歧，但这次在不少具体
领域取得更多进展，比如在
能源、农产品、医疗、高科技
产品、金融等领域加强经贸
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
作，鼓励双向投资等。这些来
之不易的成果的背后，是双方
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
识，为妥善解决经贸争端而积

极寻找办法的不懈努力。
谈判是互谅互让的艺术，

是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彼此利益
交集。一方吃亏的交易不会持
续，双方共赢的合作才能长久。
此次双方就经贸磋商发布的联
合声明就是一个共赢的典范。
美国加大对中国优质能源和农
产品等出口，于美国，将利于其
削减贸易赤字，促进其经济发
展；于中国，可以促进产品供应
多元化和优质化，更好地适应
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
需要，对提升世界各国百姓福
祉也是利好。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每项成果的达成都绝非易事。
无论在北京还是华盛顿，面对
美方的不合理要求，中国政府

从来都是坚决回击，绝不妥协，
不接受对方所设的限定条件。
一切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
从中国实际发展需要出发，是
中方谈判始终坚持的原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
美在经济结构和文化认知等方
面的差异，让两国经贸争端的
解决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
杂性。因此，管控分歧、解决问
题更需双方付出诚意、智慧和
耐心。从最初的剑拔弩张到今
天磋商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是
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
信，只要中美双方本着互相尊
重、互利共赢的理念，就没有迈
不过的坎，跨不过的山。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9日
电，作者于佳欣、朱东阳）

5月 19日，住建部印发通
知，重申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
不动摇、力度不放松。住建部
的“重申”，无疑是有的放矢。
自去年以来，很多城市特别是
二三线城市都加入了“抢人大
战”，结果房价飙升“尾随”引
才政策而至。

要知道，各地楼市调控设
置的门槛本就是以户籍、社保
为主，而便捷落户、购房利好
则轻易对冲了这道门槛，相当
于变相打开了限购的闸门。这势
必给楼市带来巨大的瞬时冲击
力，而普遍的“看涨”心态与房价
上涨预期，非但会助推炒房现
象，还会让很多“新市民”被裹挟
着加入买房轮候队伍。

若任由“抢人大战”刺激
购房需求井喷，其结局可以预
见：这非但会破坏楼市应有的
稳定，更会用高房价削弱自身
的向心力，将很多“引进来”的
人才又推出去。瞄准人才红利
的劳动力资源布局优化这个
首要目标，一旦轻易被房地产
概念股的大热“喧宾夺主”，也
会有违“抢人大战”的初心。

鉴于此，很多城市显然有
必要对过去空降落户即可买
房的“极简”操作模式进行调
整，以削弱作为抢人大战重武
器的“购房资格”的火力。要通
过产业结构、创业就业环境的
持续优化，将人才的注意力引
到创新上，而不是被房价给绊
着；同时也要将人才政策与满
足刚需族需求结合，避免“纯
粹为买房而落户”的炒房者趁
机作乱。

这次住建部的通知中，有
很多有针对性的做法和提法，
这也需要各城市通过目标对
表，做出对应的政策调试：对
楼市库存过高的部分城市来
说，适当的购房补贴可以有，
但要拿捏好力度分寸。对短期
内楼市供给端“压力山大”的
城市而言，则应变购房优惠为
租房补贴，切断新市民涌入迅
猛刺激购房需求的传导链条。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这是我国楼市发
展的基本定位。而“抢人大战”
的效果也不宜和“房住不炒”
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这也需
要各地平衡拿捏，确保更合理
地施策。（摘自光明网，作者光
明网评论员）

别让“抢人大战”

背离“房住不炒”

葛媒体视点

葛“新动能·新思想”访谈

葛大家谈

在新旧动能转化重大工
程中，传统产业的企业往往面
临着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在油
田服务行业打拼多年，杰瑞集
团董事长孙伟杰对互联网与实
业的结合，有着独到的见解。

葛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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