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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消费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并稳定在高位。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步伐不断推进，供给侧改革将更加注重通过需求促进投资结构变化，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消费的地位将

会更加重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保健等服务领域，将会产生新的消费热点——

2015 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0.1 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消费对国
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4%，较上年
提升 15.4 个百分点，充分发挥了经济增
长“稳定器”的作用。“三驾马车”中消费所
占比重越来越高，并已成为最重要的发展
引擎，如何看待消费数据背后蕴含的新变
化？2016 年消费是否还会带来更大惊
喜？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了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

消费地位还将提高

记者：如何看待 2015 年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

赵萍：“十二五”时期，随着中国经济
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贡献率逐步提高，并稳定在高位。

2015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延
续了上述发展态势。其背后的原因主要
有 3 点：一是主动调整结构，将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以消费拉
动为主。二是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稳
增长、保障就业等相关政策的落实，居民
消费能力持续稳定提高，带动了消费的快
速增长。三是由于在“三驾马车”中，投资
和出口增速回落明显，消费在新增 GDP
中占比相对提高，这一情况表明未来稳增
长的压力仍然较大。

记者：在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消费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赵萍：2016 年是全面推进“供给侧改
革”的开局之年。也是落实“十三五”规划
的第一年。在供给侧改革相关政策的落实
过程中，消费仍将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
作用。

一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将会进一步化解过
剩产能，抑制重复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
将影响投资的增速；另一方面，补短板、降
成本等供给侧改革将会增加供给能力，降
低供给成本，有利于解决由于供给不足导
致的消费增长瓶颈问题，促进消费潜力的
释放。因此，未来消费的增速虽然可能出
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回落幅度不会太
大，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在“三
驾马车”中，消费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
稳定在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位置。

消费热点助力产业转型

记者：2015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3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达到 10.8%。如何看待电商

对消费的拉动？

赵萍：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
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的进一步显现，电商
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电商已经
并且仍将继续成为消费增长的最大亮点。

一方面，虽然经济增长的压力导致网
上零售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但随着移
动互联的渗透率不断提高，服务消费中电
商渗透率的提高，以及 O2O 发展模式的
不断完善，网上零售额仍将保持在 30%
以上的高位。另一方面，互联网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带动互联网相关产品和服
务出现快速增长，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
数字电视，以及各种内容服务都将出现快
速增长。

记者：2015 年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大

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持续升温。

如何看待服务消费的异军突起和未来

发展？

赵萍：从服务供给的角度看，自 2013
年以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增长
明显快于工业。2015 年，我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 50%。随着服务业
规模的提高，服务业体系逐步完善，服务
消费将会得到更好满足，并能创造出更多
的服务消费需求。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商品消费增速进一步
下降，而服务消费的增速及其在总消费支
出中的比重都将快速提高。居住、医疗保
健、文教娱乐等服务消费的增速远远快于
食品类和衣着类，占总消费的比重大幅上
涨，交通和通信消费增长更为明显。服务
消费增长对总消费的贡献率和占比都呈
现较快增长，服务消费成为拉动消费增长
的新动力。

记者：近年来，农村成为新的消费“蓝

海”，怎么看待农村消费的潜力？

赵萍：长期以来，由于农村流通基础
设施投入不足，农村居民消费受到很大制
约。电商下乡为农村购买力的释放提供
了便捷的渠道。电商打破了时空的界限，

使农村居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户
就能购买到各种商品，长期受到压抑的农
村购买力得到大规模释放。

“十二五”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名义增速连续 4 年超过城镇，意
味着农村消费规模的扩大将直接带动整
个消费增长。同时，农村电商达人对新产
品的接受意愿远高于一二线城市，农村对
电商接受意愿的强烈程度也高于城镇。
农村电商的发展将更有利于刺激消费。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人境外消费快速

增长的现象？我们还应做哪些工作？

赵萍：要客观看待我国境外消费的快
速增长。境外消费增长是与我国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的。此外，
出境游快速增长带热境外消费。当然，我
国境外消费增长远远快于国内消费，也有
其不合理因素，比如境内外价差产生多买
多赚心理，比如消费者的原产地情结。

此外，中国消费者对国际品牌知之不
多，心理仍不成熟，对“中国制造”不自信，
对国内奢侈品销售服务失望。同时，西方
发达国家和企业也都千方百计吸引中国
消费者出国购物。

而要引导消费回流，可以考虑 3 个方
法：一是引导形成理性务实的消费理念。
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率先形成低
调、务实的消费理念，并在社会形成示范
效应，推动社会消费心理加快走向成熟。
二是要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树立对国货
的信心。目前，中国制造的很多商品质
量、标准、工艺都不输于国外品牌。三是
可以鼓励短渠道的流通方式，促进保税进
口、跨境直邮等跨境电商的发展，加快推
进工厂直营店、折扣店、进境免税店等业
态的发展，将国外消费转化为国内购买。

扩大消费还需补短板

记者：目前扩大消费主要面临哪些

瓶颈？

赵萍：一是稳增长压力加大，带来就
业和收入增长压力，直接影响消费支出预
期，导致消费者捂紧钱袋，不愿消费。

二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
国内供给质量无法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对品质消费、品牌消费方面的需求，消
费者继续青睐海外市场。

三是消费安全问题仍然存在。食品
质量安全、环境污染、商业欺诈、假冒伪劣
等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使消
费者有钱不敢消费。

记者：2015 年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

新消费的政策措施。新消费新在哪里？

如何从供给侧推进改革？

赵萍：新消费将会产生在 3 个方面：
一是在发展不充分、组织化程度不高的行
业，随着供给侧改革相关政策的出台，行
业扶持政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能够
有效提升行业规模，解决供给不足的问
题。二是对于市场进入门槛较高、行政垄
断问题突出的行业，供给侧改革将会进一
步扩大准入，改变供给增长。并针对市场
竞争不充分、企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从
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加大监管力度等方面
入手，不断改善消费环境，降低消费风险
和消费成本，释放消费潜力。三是对于具
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供给侧改革将会
加大财政支出力度，通过增加政府支持，
解决供给瓶颈制约。在教育、医疗、养老、
保 健 等 服 务 领 域 ，将 会 产 生 新 的 消 费
热点。

记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潜力还有多

大？2016年消费形势将有哪些亮点？

赵萍：从 2016 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作
为供给侧改革开局之年，虽然“补短板”能
提高供给能力，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将是主旋律，消费增长的速度也将出
现小幅回落，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将在 10%左右。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不断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加注重通过需
求牵引来促进投资结构的变化，最终实现
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消费的地位将会比
以往更加重要。

同时，线上、线下的供给渠道将会迎
来实质性洗牌，尤其是大型零售商与网络
巨头合作，网上支付手段快速普及，消费
者对实体店的忠诚度将进一步下降，以及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消费群体也在快速加
入网购行列，将给纯实体流通渠道带来更
大的竞争挑战。在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老
龄化、消费心理趋向成熟等多种因素交织
作用下，旅游、体育、文娱、美容、智能电
视 、智 能 家 居 等 将 成 为 全 年 消 费 主 要
亮点。

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潜力有多大
——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

本报记者 李予阳

中国消费，正成为拉动经济

发展的强大力量。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能，还可以从创新、创意、创

造入手。

以创新释放消费潜能。产品

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

催生了新需求。在我们身边，新

产品应接不暇。以可穿戴的智能

健身设备为例，很多腕带或腕表

能够读取心率、睡眠、运动和卡路

里燃烧等数据，并能上传后与亲

友共享。这种新产品推出后，赢

得了不少“粉丝”青睐。再如，跨

境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创新也引

爆了新的消费热点。

以创意释放消费潜能。不少

网友爱上了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文

化创意产品，戴上让人“感觉像在

批奏折”的朝珠耳机、写有“朕就

是这样汉子”折扇、顶戴花翎官帽

防晒伞等创意产品让古老的故宫

焕发青春，“卖萌”的创意产品拉

近了与百姓的距离。文化创意与

制造业嫁接，大大提升了产品附

加值，产生了新的消费热点。

以创造释放消费潜能。消费

是可以创造的，苹果手机问世之

前，大家很难想象手机会有这么

多功能。乔布斯创造的消费至今还让“果粉”心甘情

愿排队掏腰包。我国消费数额巨大，但分析结构就

会发现，吃饭开销位列第一，位居第二的是玩，第三

是服务。信息消费、养老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

等，都像一个个尚未打开的宝盒，蕴含着巨大商机。

可以预判的是，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

升、社保体系不断完善，百姓消费的意愿将不断增

强。随着以“80 后”、“90 后”为主的一代年轻人成长

为新的消费主体，我国消费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消

费升级、由物质型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向新型

消费升级，消费占 GDP 比重上升的态势还将持续。

消费升级会传导到制造，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抓住

“互联网+”的机遇，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就会同步，

我国消费将释放更大潜能。

创新引爆消费新热点

王

晋

1 月 21 日凌晨 1 时 13 分，青海门源县
发生 6.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左右。
截至 1 月 21 日 17 时整，已发生大小余震
503次，最大余震 3.9级。

门源县位于青海东北部、祁连山脉东
段，历史上曾为丝绸之路的辅道，是青海
的“北大门”，下辖 4 镇 8 乡 109 个行政村，
地区总人口 16.23 万人，其中农牧民 13.1
万人，占 80.6%；有回、汉、藏、蒙古等 21 个
民族，其中少数民族 10.1万人，回族 7.4万
人，分别占总人口的 63.3%和 46.4%。

23 日一大早，记者从兰州出发，翻越
被大雪覆盖的达坂山，历经两个半小时到
达门源县城，看到这里的灾后救援和重建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一方面抓紧安
置受灾群众，分发物资；另一方面，加大力
度对地震受损情况进行排查、统计，以尽
快启动重建或修复工作。

应急预案迅速启动

地震发生后，门源县委、县政府及全
县各级各部门立即启动了地震应急预案，
并在县政府设立了地震应急指挥部，海北
州委常委、县委书记董金明和县长黄继成
第一时间组织县公安、民政、住建、电力、
通讯等部门负责人召开紧急工作会议，迅
速调动各方力量扎实开展受灾群众安置
和伤员救治工作。

县公安、交警、武警等部门抽调充足
警力在县城开展交通疏导及治安维护等
工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织在做
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的同时，迅速组织党
员干部深入到各医疗机构进行排查，确保
震后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县民政局
在第一时间做好救灾物资盘点、储备工
作，并根据灾情及时将物资发放到群众手
中。县工青妇、住建局、发改局等 60 多个

机关党组织及时深入村社、街道进行震后
调查与救援工作。

全县各乡镇、各部门新一轮排查统计
显示：截至 1 月 21 日 12 时，全县 600 户农
户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其中主房
230 户、附房 370 户；院墙不同程度出现裂
缝 400 户，牲畜棚圈不同程度出现裂缝
1132 幢、13.5 万平方米（其中需重建 400
幢）。以上各项经济损失预计达 7600 余
万元。另据县卫生部门最新统计，初步排
查有 9 名群众因地震避险时受了轻伤，均
得到县乡卫生机构的及时救治。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地震发生后，门源县直机关各单位党
组织带领广大党员率先垂范，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模范带头作用，使全县广大群众
身边有了依靠、心中多了份踏实。

“不是书记来敲门，我们都被摇蒙
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泉口
镇花崖村村民说。地震发生后，全县各
村级组织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第
一时间组织全村党员和青年组成抗震救
灾突击队，分片分组呼叫、疏散群众，
实行抗震救灾包点责任制，连夜挨家挨
户核查灾情隐患，稳定群众情绪，并积
极配合乡镇党委、政府深入调查全村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指导
群众做好余震防范工作。

“那天晚上地震的时候，我被震醒了，
然后赶紧和家人一起跑到了院子里，不一
会儿村党支部书记马占仓就过来了。”皇
城乡东滩村村民张忠元告诉记者。东滩
村党支部书记马占仓在把家人转移到屋
外车上之后，就想着赶紧去其他村民家
查看情况。东滩村属牧业村，村民们居
住比较分散，整个村子东西跨度约 15 公
里。马占仓一边往村民家赶，一边给住
得较远的村民打电话询问情况，一直忙到
当天早上 9点多。

民生工程经受考验

“地震的时候我被摇醒了，虽然当时
有点怕，但是家里房子并没有受损，人也
没事。”担任社火领队的门源县北山乡北
山根村村民李文彦告诉记者。李文彦在
2010 年自己筹款修建了新房，总共 6 间，
在这次地震中没有损坏。

记者一行来到北山根村时，看到村民
们正在村委综合办公服务中心的广场前
排练社火，一派热闹景象。从他们欢快的
舞步和震天的锣鼓声中，丝毫感受不到地
震后的恐慌和不安。党委书记孔庆汉介
绍说，北山乡共有 1786 户，这次地震中，

农户家里住房墙体裂开有 2 厘米多的只
有 3 户，墙体裂缝 1 厘米多的有 17 户，一
般性损坏的有 338 户。其中 2009 年到
2015 年实施惠民项目建设的 578 户房屋，
基本都完好无损。“这主要得益于党和国
家为老百姓实施的危房改造和新农村建
设等惠民政策。”孔庆汉说。

据了解，6.4 级地震属于强震。通常
情况下，这样级别的地震震中烈度达到
8 度，对传统农居能造成严重影响和损
坏。而在 21 日门源 6.4 级地震中，人员零
死亡、房屋无倒塌，这使得曾经历过玉树
大地震的青海人备感欣慰。门源县委书
记董金明说：“此次地震造成的危害小，与
门源县近年来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工程标
准高、质量好有着直接关系。”2012 年到
2015 年，门源共投资 16.9 亿元开展了党
政军企共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全县
4 镇 8 乡 109 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一村
一规划、一村一风格、一村一特点”的新农
村建设项目，惠及 34600 多农牧户 10 多
万名群众。这一全覆盖、不留死角的民生
工程使门源旧貌换新颜，而此次地震也验
证了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成效。

皇城乡东滩村位于此次地震的震中
位置。在村民张忠元家，记者看到主房屋
脊外部损坏大约 5 米多，屋内房顶墙角处
有大约 20 多厘米长的细小裂缝。他家的
另一间房屋则没有受损痕迹。张忠元告
诉记者，受损的房屋是 2000 年自己筹资
建的，修建过程中为了节省开支，房子地
基和圈梁的钢筋标准都比较低。而在地
震中没有受损的房子是 2013 年 6 月在政
府的危房改造项目中修建的房子。为了
保障危房改造工程的质量，从挖地基开
始一直到修建完工，乡上和村里以及县
城建局聘请的监理人员都会及时到各家
去监督查看。

6.4 级地震中，农房无倒塌、人员零死亡——

青 海 门 源 为 啥 大 震 损 失 小 ？
本报记者 马玉宏

◎ 地震发生后，门源县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迅速调动各方力量开

展群众安置和伤员救治工作

◎ 门源县各单位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率先垂范，在抗震救灾中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使全县群众非常踏实

◎ 地震造成的危害小，与门源县近年来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工程标准

高、质量好有着直接关系

我国游客去日本抢购“马桶盖”引发了不少话题。
近日，质检总局组织开展了智能坐便器产品质量国家
监督专项抽查和行业调查。结果显示，抽查的智能坐
便器产品合格率仅为 60%，市面上的外资及国内主流
品牌样品均合格，大部分不合格产品由国内中小企业
生产。中日主流品牌无论是在功能还是安全性能上，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差距主要是品牌实力。

据悉，本次共抽查了 15 个省 （市） 45 家企业生
产的 45 批次智能坐便器产品，其中整体式智能坐便
器 25 批次，独立式坐便洁身器 （即智能马桶盖） 20
批次。经检验，有 18 家企业生产的 18 批次产品不符
合标准要求，其中 13批次为整体式智能坐便器，5批
次为独立式坐便洁身器。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耐热和
耐燃、安全水位技术要求、水箱安全水位等项目。相
关质检机构分析指出，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
是部分企业过于注重产品外观而忽视安全，在坐圈生
产过程中未添加阻燃剂或未足量添加阻燃剂；二是部
分企业缺乏完善的采购监督机制，对所采购配件的把
关不严。

质检总局还组织相关检测机构，对中日品牌的智
能坐便器开展比对，结论是，虽然产品工艺设计方面存
在差异，但中日主流品牌无论是在功能还是安全性能
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最大的差距是品牌实力。

从标准和功能对比来看，中日智能坐便器标准对
于产品性能与安全要求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在产品
具备的功能方面，无论是国产品牌还是国外品牌，一般
均具备温水冲洗、暖风、坐圈加热等功能，部分高端的
产品还会增加按摩、抗菌等功能。

从安全与性能对比来看，国产主流品牌与日资品
牌差异不大。本次抽查中的 3 批次日资品牌产品（松
下、TOTO、伊奈）与多批次主流国产品牌（如九牧、恒
洁、箭牌、法恩莎等）检验结果全部合格，但是部分国产
小品牌产品在防火、防触电、防虹吸等安全指标上存在
不合格现象。目前中日主流品牌产品的差距主要还是
集中在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究其原因则与
国内产业起步晚、消费习惯尚未养成等因素有关。

质检总局抽查“马桶盖”：

合 格 率 仅 为 60%
本报记者 韩 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