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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费政策还有更大发挥空间
张 锐

用好信息消费新动能
韦 欣

扩大消费的空间仍然巨大，关键在于有没有及时且充分的政策驱动，而且这种政策驱动应当紧贴

市场脉搏，精准选择市场方向，这样才能取得最好效果。下一步，在运用某些可以立竿见影的政策工

具时，更应当着眼从战略高度构建全面且持续驱动消费的政策体系

今年春节期间，消费支出活跃，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破万亿元，网联处理跨机

构支付交易45.5亿笔，4.5亿人参与集支付宝五福活动，8.23亿人收发微信红包

……随着支付变得安全和便捷，老百姓更舍得花钱，也更注重精神享受。与此同

时，今年春节假期旅游消费持续走高。中国银联数据显示，旅行社、大型景区售

票、宾馆住宿等与旅游相关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九成，出境过年已经成为一种潮

流，支付机构的海外布局也在提速。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迅速增长，成为过年的消

费亮点，老百姓不仅追求身体健康，也更注重文化熏陶和生活品质。此外，银联、

支付机构、银行等机构各司其职，为春节期间百姓的支付消费提供了可靠保障，对

促进民生消费和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时 锋）

朱慧卿朱慧卿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助助 力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会同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
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年）》，其
中 24 项政策措施突出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催生创造新
的市场需求为目的，勾勒出形成国内强
大市场的全新消费版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国
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38 万亿
元，同比增长9%，最终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上升到了76.2%，同比提高
18.6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去年全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仍比 2017 年放
缓了1.2个百分点，去年12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 8.2%，降到了过
去10多年的底部。

不过，扩大消费的空间仍然巨大，
关键在于有没有及时且充分的政策驱
动，而且这种政策驱动应当紧贴市场脉
搏，精准选择市场方向，这样才能取得

最好效果。目前来看，除了 《实施方
案》推出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将对老
旧汽车报废更新、优质特色农产品网络
销售、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以及新型绿色
和智能化家电产品销售等不同程度补贴
外，有关激励消费的政策还有更大的发
挥空间。比如，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创
设非补贴性激励杠杆，包括新能源汽车
高速公路行驶收费适当减免，绿色与智
能化家电产品公共场所投放减免增值
税，等等。

一般来说，消费的最终选择权与主
动权应当掌握在市场 （消费者） 手中，
公共政策重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市场（消
费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在运
用某些可以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时，更
应当从战略高度构建全面且持续驱动消
费的政策体系。

应不断优化市场供给。一方面，要
在继续淘汰落后产能与减少无效供给的
基础上，大幅削减行业进入壁垒和放宽
市场准入，同时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性成

本，增设进境免税店，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以强化竞争机制实现市
场自我出清与优胜劣汰；另一方面，要
加快制造企业智能化改造脚步，提高企
业的产品定制能力与服务响应能力，并
充分利用5G商用化契机，全力扩大与
升级信息消费，推广超高清电视、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设备等高端优质产品应
用，同时优先发展教育、育幼、养老、
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以此加快
消费升级步伐。

应推出更符合城乡各自实际的措
施，放大政策落地效果。目前来看，城
市 消 费 约 占 整 个 社 会 零 售 总 额 的
85.5%，维系城市消费的上升势头至关
重要。为此，要在加快推进城市步行街
改造升级工作，在一线城市与主要二线
城市启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试
点，打造中高端消费载体，并进一步推
动社区商业设施的改造与完善，提高居
民消费的便利化程度。在农村，一是要
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增加实

体供销企业与电商企业的服务网点与渠
道，二是运用“以奖代补”政策大力增
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三是
面向城市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
宣传推介，持续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
渠道。

应进一步打造好消费环境。在宏观
上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
市场体系，同时微观上要重点加强产品
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对涉及人
身健康、安全环保的产品实行强制性认
证；秉持产品质量革命的基本理念，通过
畅通投诉渠道，减少投诉成本，落实与推
动产品质量终身咎责追偿制度；除了落
实好线上消费7天无理由退货外，也需
要开展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方面的试
点；基于信息消费与线上消费越来越普
及的趋势，应大力推广区块链技术的落
地与应用，以构造出针对消费者个人信
息与银行账户安全的天然保护屏障。

此外，还应加速补齐支撑消费的道
路、停车场、网络设施等基础设施短板。

从智能家电、高科技年货，到电商
下乡、社交媒体过大年等，随着信息产
品和信息服务不断推陈出新，从城市到
乡村，春节期间我国信息消费一派红火
景象，释放着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近年来，信息消费已成为创新最
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新
兴消费领域之一，年均增速都在 10%
以上，已达到 5 万亿元规模。伴随着
消费升级，信息消费自身结构也在发
生变化，日益呈现高端化、智能化、
泛在化趋势，其热点逐步从智能产品
向更高品质的网络文艺、在线社交、
远程教育等空间延伸。春节期间，互
联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年
味，却见证了社交类短视频平台用户
规模迅速增长。新的社交形态出现，
顺应了大众对回归传统新年走亲访友
的年味期待，也体现了信息产业以居
民消费需求变化为导向的顺势而为，
信息消费结构正加快从以产品为主向
以服务为主转型。

随着信息消费逐步深化，线上和线
下融合发展的本质更加凸显。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不受时空限制的电商蓬勃发
展，线下实体店遭遇更大挑战。但我国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增长态
势。一方面，实体店拥抱互联网，转型
新零售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电商获客
成本、营销成本居高不下，长距离奔袭
配送成本高、周期长，走向线下也是必
然，比如近年来风头正劲的阿里盒马鲜
生、京东7fresh等。显然，运用移动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的新零售将会主导市场，从而打开

信息消费的更大空间。
信息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平

台的有力支撑。好的信息平台能够挖掘
产业升级新动力，激活消费升级释放出
的潜在需求，实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和
升级。即将到来的 5G 高速信息化时
代，将让数据资源得到真正有效的整
合。同时，随着下游智能硬件终端空前
的加速扩散，平台内容的分发方式也将
从手机终端 APP 分割式分发，变成

“去中心化”智能硬件全覆盖式分发。
平台可以通过与智能传感设备连接，随
时获取用户的需求信息，并针对用户需
要提供精准的个性化供给，减少企业不
必要的投资与生产成本。同时，“去中
心化”能让每个参与者都变成投资与受
益者，改变价值交换模式，进而改变生
产关系和商业模式，并创造出新的就业
机会。

不过，在消费者与信息消费平台交
互深入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个人信息
安全等问题。当前出现的“大数据杀
熟”等现象，就是某些互联网企业利用
消费者个人信息数据对老用户实行价格
歧视的行为。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数
据，平台不仅能实现“一级价格歧
视”，还为不法分子的信息诈骗、人身
攻击等违法犯罪行为埋下隐患。因此，
如何在信息高度整合的时代保护用户信
息安全，需要监管部门提前做足准备、
划好红线，同时也需要消费者提高警
惕，从而使大众受益于而非受害于全民
信息消费的时代。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加收服务费要对得起质量
王 芳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徐 达

网友呼吁净化学术生态网友呼吁净化学术生态

因为在直播中问网友“知网是什么”，北京电影学院
博士、刚刚晒出北大博士后录用通知书的明星翟天临，近
日卷入了一场学术造假的舆论风暴。目前，北京电影学院
已经成立调查组，发出博士后录用通知的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也表态将调查处理。

@民：学术圈不是娱乐圈。学术就是学术，容不得一
丝一毫弄虚作假，对学术不端行为要秉持“零容忍”态度。

@常琛：翟天临学霸人设垮塌只是开始，其警示作用
绝不仅限于娱乐圈。那些对学术造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姑息纵容、徇私舞弊的“污垢”，对社会公平的伤害更大。

今年春节，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花式上演
红包大战。有人抢红包“不亦乐乎”，有人却疲于参与，
不再“陪玩”。

@大象：网络红包是巨头移动支付布局的“利器”，本
质是对移动支付市场用户的争夺。但抢红包带来的“流
量”只是一时的，如果产品本身没有用户黏性，单单凭借

“红包大战”拉拢人心，绝不是企业生存的长久之计。
@仙豆：发“电子红包”是对传统过年方式的创新，但

它所带来的商业味也是对传统年俗的颠覆。我们应弘扬年
俗的文化传统，让红包体现年的传承，让年的意义回归。

互联网巨头上演红包大战互联网巨头上演红包大战

服务类APP应该合并
郭元鹏

据报道，浙江省宁波市近日推出“宁波城市服务统一
APP”，市民只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APP，就可以享受城
市所有公共服务。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如今市民办事更加方便了，足不出
户，只要拿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办很多事情。然而，诸多服务
类APP也给市民带来了不小困扰：乘坐公交车需要“公交
APP”；参与城市管理，需要“城管APP”；查询社保，需要“社
保APP”；缴水费，需要“自来水APP”；缴电费，需要“供电公
司 APP”……各类 APP 下了一个又一个，手机屏幕被各种
APP塞得满满当当，各种图标占据了有限的内存，影响了手
机运行速度。有的时候，用户也想整合或删除一些APP，可
是发现“哪一个都删除不得”，只能都留在手机里。

由于事出多门，各种公共服务类APP在便利市民生活
的同时，又增加了某些不便。如今，宁波市由政府牵头，对

“服务APP”实行统一整合，将所有部门的服务功能设置在
一个“服务APP”之内，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服务范围涉及
政府公共服务、社区便民服务和其他社会化服务，具体应用
从公交出行、缴水电气，到驾照查分、医院预约挂号、诊疗信
息，再到婚姻登记、81890生活服务，功能一应俱全，市民只
要一次下载、一次注册、一次登录就能便捷享受到百余项城
市民生服务，几乎囊括了所有“标配”的生活服务。这不仅
方便了市民使用，对管理部门来说，也降低了管理成本。相
关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春晚明星同款春晚明星同款””成噱头成噱头

今年除夕夜，央视春晚播出的同时，“李思思荧光口红”
“马丽大衣”等成为网络热搜。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用“春
晚明星同款”做宣传，同时，网上出现大量山寨“同款商品”。

@周海春：春晚舞台上部分服装、包包、鞋子等引领了
时尚潮流，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消费，激发市场活力。但作
为普通消费者，不宜盲目跟风，应根据自身需要理性消费。

@李凤文：春晚明星同款并不靠谱，有许多商家往往会
借此“挂羊头卖狗肉”，消费者应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

（刘辛未整理）

据报道，最近椰树牌椰汁新换了
2019年包装，不仅延续了以往大字体的
风格，文案中还直白地宣传椰汁具有

“丰胸”功效，被大量网友吐槽。
这已经不是椰树牌椰汁第一次因为

广告引起争议。近年来，椰树牌椰汁
广告不仅喜欢硕大醒目的字体，对比
鲜明的色彩，而且总是围绕女性身材
做文章，无论是那句“每天一杯椰树牌
椰汁，曲线动人，白嫩丰满”的广告
语，还是添加上的女性图案，都向外界
传递着极强的暗示。种种迹象表明，椰
树牌椰汁是把“辣眼睛”当作了自己闯
市场的秘诀，在这条偏路上走得越来
越远。

广告用语一味追求低俗，就可能触

犯法律。椰树牌椰汁作为普通饮品却宣
传丰胸功能，涉嫌违反广告法。我国

《广告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
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
力的内容。第二十八条规定，使用虚
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
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
息作证明材料的，构成虚假广告。

根据椰树方面的说法，关于饮用椰
汁有助女性“白嫩丰满”，只是公司从
1997年香港一家报纸上看到的资料，公
司领导近期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广告宣
传点”，所以就引用这个做宣传了。言下
之意，椰汁是否具有丰胸功效，并没有
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也没有靠谱的调
查结果。

实际上，椰汁是很多小朋友的最
爱，家长们在外就餐时经常会点给小朋
友们喝，让孩子们看这样的广告，家长
们该如何是好？

接到网友举报后，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表示已经介入调查处理椰树牌椰汁广
告事件。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椰树牌椰汁
在自己的宣传中表示，做的是真椰汁，

“不用椰浆加香精当生榨骗人”，其口味
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明明不缺
市场，却偏偏要用低俗广告吸引眼球，
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会不会触犯法律红
线，低俗广告会不会失去消费者欢心？
恐 怕 椰 树 集 团 需 要 重 新 算 一 算 这 笔
账了。

广 告 用 语 一 味 追 求 低

俗，就可能触犯法律。椰树

牌椰汁明明不缺市场，却偏

偏要用低俗广告吸引眼球，

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会不会

触犯法律红线，低俗广告会

不会失去消费者欢心？这笔

账恐怕需要重新算一算

“辣眼睛”的低俗广告要不得
佘 颖

伴随着消费升级，信息消费自身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日益呈现

高端化、智能化、泛在化趋势，其热点逐步从智能产品向更高品质

的网络文艺、在线社交、远程教育等空间延伸

春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费，被加
收了一定的服务费。

受务工人员返乡过年影响，诸如快递、网约车、餐饮等
“不打烊”的服务行业开启了“春节涨价模式”。不少市民认
为，春节期间“明码标价”式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和
尊重，但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

客观而言，春节加收服务费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应予以
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在全民欢度春节之际，部分服务行业
人员放弃了团圆，依然坚守岗位，企业为了支付员工双倍、
三倍工资，加收一定的服务费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春节期
间，大量商家暂停营业，服务市场供不应求，通过价格手段
调节市场需求也符合市场规律。此外，“明码标价”式涨价
对消费者提前告知，满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合乎法律。

其实，相比多加的服务费，消费者更关心服务质量能否
跟上涨价“节奏”。现实中，部分企业借节涨价，却不愿下功
夫提升服务质量，甚至有的服务质量越来越“掉价”。比如，
有的快递行业丢件损件，有的餐饮行业缺斤短两，有的网约
车司机态度恶劣……所以说，春节加收服务费，服务质量绝
不能“掉价”。服务行业必须在管理服务上做足功课，改善
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不能让“价格狂涨，服务掉价”损
害了自身信誉和消费者利益。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
管，为春节涨价“立规矩”，既要做到“明码标价”式涨价，也
要避免“趁节打劫”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