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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餐制呼声再起

推行到底难在哪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擦边球”行为不时出现

直播理财产品边界何在
本报记者 钱箐旎

多项经济指标数据回暖——

夜间灯光透露经济复苏迹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经

济社会运行带来了扰动，但随着

复工复产推进，工业制造、交通

物流等行业复工复产加快，经济

运行正加速向正常水平回归。

□ 在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中，要注重消费市场的复苏，努

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通过刺激

消费来拉动经济复苏。

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数据显示——

市场情绪恢复 个别城市有炒作现象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
引导公众养成健康文明的餐饮习
惯，北京、山东、江苏、河北、四川等
多地开始推广使用公筷公勺、分餐
进食。同时，疫情的暴发，也让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分餐”的重要性。
一时间，“分餐”再次成为公众热议
的话题。

事实上，倡导分餐制早已有
之。早在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呼吁使
用公筷，后来也被很多餐厅采用，
但随着疫情好转又销声匿迹。此次
疫情发生后，钟南山再次强调使用
公筷及家庭卫生消毒的重要性。因
为，很多感染者就是通过聚餐、合
餐这类密切接触途径而感染的。

“合餐”是很多疾病发生的重
要原因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
计，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
病总发病率前列，而在疾病的各类
传播途径中，唾液是最主要途径之
一。比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说，我
国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群体庞大，而

“分餐”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也认

为，实行分餐制可以预防、减少
各种疾病交叉感染的机会，还可
以根据每人每餐所需摄入营养，
合理搭配，保证营养均衡和健康
饮食。此外，按需提供菜品和食
物，也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舌尖
上的浪费”。

尽管“分餐”的好处不言而喻，
但推广分餐制却存在一定困难。一
方面，中国人习惯于亲朋好友围桌
而食的氛围；另一方面，“分餐”也
间接地推高了餐饮门店经营者的
成本，增加了运营压力。合餐制下，
一个服务员可以兼顾服务两个包
厢；分餐制下，一个包厢可能需要
两到三个服务员。

可喜的是，已有不少地方正在
积极推进分餐制。3月16日，山东

省商务厅率先在全国组织制定并
发布了《餐饮业分餐制设计实施指
南》《餐饮提供者无接触供餐实施
指南》两项地方标准，创新推出的

“分餐位上”“分餐公勺”和“分餐自
取”餐饮模式，为推广分餐制提供
了很好的指南。

同时，餐桌上也正在移风易
俗。“顾客反映分餐制非常好，既做
到了营养搭配，又减少了菜品浪
费，而且提高了用餐品位和档次。
许多顾客由原来的分餐公勺转而
喜欢上了‘分餐位上’。”舜和酒店
集团品牌营销部经理陈元广说。

在北京海淀区五棵松西贝莜
面村，记者发现店内的电视屏幕上
滚动播放着提倡使用公筷公勺、分
餐进食的宣传片。据店内服务员介
绍，现在响应倡议的顾客不少，大
约每三桌顾客就会有两桌主动使
用公筷公勺。

如何让公众养成分餐习惯并
长期坚持下去？山东省精品旅游促
进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杜文彬
表示，在疫情结束后，要继续提升
消费者的文明程度，改变不良就餐
习惯，需要广大餐饮企业共同努
力，为筑起“舌尖上的安全防线”贡
献力量。

不过，推行分餐制也不能急于
求成。“分餐习惯要循序渐进培养，
要从合餐用公筷、公勺开始，最终
过渡到分餐。”朱毅建议，要让分餐
制走进寻常百姓家，可以先从家庭
内部及亲朋好友聚会实行公筷公
勺开始，以及在公务活动严格实施
分餐，从而逐渐推广。

也有专家建议，酒店餐馆提
供的公筷公勺应与个人餐具有所
区分，如根据颜色、形状或材质
等识别。针对家庭用餐情况，可
以先固定各自的餐具，让每个家
庭成员有自己的碗、筷子、勺
子、水杯，且在外形或颜色上容
易辨别，则有利于实现分餐。

日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江苏开
金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举办了2020年首场特殊资产
线上直播推介会。

据了解，中国信达江苏分公司
共计推出了921户、金额达140亿
元的不良金融资产标的，抵押物囊
括工业房地产、酒店和商铺、住宅
等多种类型，吸引了近200家业内
重要机构参与。

当前，我国不良资产行业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随着近期外资资产
管理公司橡树资本和第五家全国
性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河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落地，国内专业处
置机构的数量越来越多、处理模式
也越来越丰富。

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过直播方
式推介特殊资产的模式十分新颖。
实际上，受疫情影响，已有不少金
融业务加上了直播元素。

在此之前，一些银行还将理财
业务推荐场景搬到线上。比如，2
月25日，建信理财云课堂首期开
讲，为用户推荐乾元·粤港澳大湾
区灵活配置理财产品；中银理财也
在2月11日开始了空中小课堂，
主讲内容包括如何逆周期把握价
值投资、价值投资新产品的特点与
投资计划等。

毫无疑问，金融机构转战线
上，既有线下渠道受阻的客观原
因，也有通过新渠道让更多人了解
相关金融业务的主观选择。

比如，中国信达江苏分公司总
经理助理荆爱民在金融不良资产
线上推介会直播时就表示：“通过

本次线上资产推介，希望能深化社
会投资者对不良资产的认识，吸引
更多的社会投资者参与，理性寻求
另类投资机遇，加快不良资产处置
与僵尸企业出清进度，推动江苏不
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成熟发展，优化
社会资源二次配置。”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从“线下”
到“线上”本来就是行业未来发展
的重要趋势，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交
易成本，是行业发展客观需要。本
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只是提供
了“催化剂”，加速了这一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在推介金融产品方
面，一些“擦边球”行为也开始
出现。以线上理财为例，由于目
前这块领域监管存在空白，导致
出现了一些以诱导性、夸大性宣
传欺骗投资人，或者向不符合风
险评级要求的投资人宣传高等级
风险理财产品的情况。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级经
济师卜振兴看来，要想解决这一
难题，理财产品直播营销要划定
好边界。一是产品宣传的边界，
必须清晰披露收益测算方法及可
能的最差收益，相关规范可参考
银行理财相关规范或宣传要求，
不得虚假和夸大宣传；二是客户
的边界，不得向不符合风险评级
要求的客户宣传营销风险等级不
匹配的理财产品；三是营销激励
边界，严格禁止在不开展风险测
试和风险提示的情况下，向潜在
投资人宣传和营销，更不得以抽
成、返还佣金等手段鼓励普通投
资人代理理财产品。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3月
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
表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因新冠
肺炎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呈现出逐步释
放的势头，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
市场价格出现微涨，但总体较为稳定。

与2月份楼市成交大幅下滑不同，3
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涨幅略有扩大，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微涨。初步测算，3月份，4个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
月持平转为上涨0.2%，但涨幅比1月份
回落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
百分点，与1月份相同。

此外，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
大0.2个百分点，比1月份扩大0.1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在连续两
个月持平后上涨0.2%。35个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比1月份回
落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1%，涨
幅比1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从3月份楼市情绪和实际观察来
看，虽然弱于去年同期水平，但市场明
显已经走出了低谷，客观上对于市场定
价等有一定影响。”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说，与 2月份相
比，3月份市场定价略偏强势。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国仕
英认为，3月份，全国疫情防控取得了
明显成效，多数城市生产生活秩序都在
加速恢复，因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逐渐
释放，带动市场活跃度上涨。“但从下跌
城市数量来看，基本与2月份持平，可
见市场虽有所恢复，但部分城市市场信
心仍较弱。”国仕英说。

虽然楼市整体稳定，但不同城市间
也出现了分化。从房价上涨和下跌的城
市数量看，3月份房价上涨的城市为32

个，相比2月份的14个呈现明显增加态
势。严跃进表示，房价上涨城市数量增
加，与开复工等节奏有关。2月份，楼
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比较明显，而到
了 3月份市场有所复苏，甚至好于预
期，这也会使得很多城市二手房价格有
所反弹，“客观上说，这种反弹下还存在
较大议价空间，至少从实际观察看，部
分房东为了加快卖房和二套置业，多少
还是会给予让利空间”。

“一二线城市恢复较为明显，三线城
市受疫情影响，市场信心较弱，市场恢
复明显慢于一二线城市。”国仕英分析
说，3月份多个二线城市降低预售证发
放限制，部分中高端项目入市带动价格
呈现结构性上涨，后期随着高价盘的不
断入市及改善型需求的释放，将会带动
销售价格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从房价环比上涨的
城市名单看，深圳历时24个月后二手房
价格涨幅重新回到全国第一，属于此轮
上涨态势最明显的城市。

深圳楼市大幅上涨的背后，出现了
新房“戴口罩抢房”“天价喝茶费”，二
手房“一套房源加价 200万元”等现
象，楼市调控压力陡增。4月9日，深圳
市南山区住房和建设局发布《关于严禁
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维护房地产市场平
稳的通知》，对近期深圳部分房源炒作、
房价过快上涨等进行了管控，进一步体
现了稳定房价和稳定预期的导向。

克而瑞数据显示，深圳前2个月供
应量仅7万平方米，同比环比跌幅分别
为81%和94%，这意味着疫情直接导致
2月份深圳商品住宅供给锐减。严跃进
表示，这需要后续积极增加房源供应，
尤其是深圳人口流入速度比较快，后续
客观上需要积极增加土地供应，同时大
力发展租赁市场。

从房价同比上涨的城市名单看，唐
山成为最近5个月二手房价格同比涨幅
最大的城市，这也要求唐山后续积极管
控二手房市场，尤其是要防范中介等参
与炒房等。

最近一段时间，新华社卫星新闻实
验室发布的一系列信息引人关注：2月
末，珠江口两岸的深圳、珠海夜间灯光
亮度比2月中旬明显提升；跨省货运线
路数量大幅增长，大跨度长线条明显增
加，叠加效应使得整个货运线路网更加
密集。

随着我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反映经
济运行态势的一系列相关指标表明，尽
管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了扰动，但
随着复工复产推进，工业制造、交通物
流等行业复工复产加快，经济运行正加
速向正常水平回归。

卫星图像下的“秘密”

新华社披露的卫星遥感数据显示，
中国夜间灯光数据正在回升。其中，珠
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3个占中国经
济总量超过40%的城市群，随着人们有
序返岗复工，灯光亮度不断提升。

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监测的卫星
图像看，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珠三角、
长三角、京津冀和东部沿海其他地区的
灯光亮度较2月初也有明显提升。

璀璨的夜间光亮背后，是每天数以
万计的劳动力陆续回到工作城市，是每
天数以万计的商铺、餐馆等场所有序恢
复营业，也是宏观经济运行逐渐向正常
水平回归的重要信号。

“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等城市群
是我国经济重要增长极，这些城市群夜
间灯光逐步变亮，是经济活跃度上升的
重要标志，表明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正在逐步淡出，生产生活正在逐步恢复
常态化。”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
师周茂华说。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看来，夜间灯光亮度
稳步提升，表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
第三产业正在逐步恢复，相应的消费潜
力正在重新释放。

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披露的其他
通信卫星信息也从其他角度折射出了经

济运行活跃度的提升。例如，在通过卫
星等方式获得的中国沿海、内河船舶轨
迹（不含港澳台地区）中，在渤海湾至
长江口以及北部湾区域，3月中旬的船
舶航迹比2月下旬明显扩展。在空中，3
月19日中国直航世界各地的货运航班数
量是2月1日的3.8倍；中国国内和直飞
世界各地的货运航班快速增多，原有航
线航班数也有增加。

“船运、空运航线增加，意味着供应
链正在加速恢复。”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普说，只有通过
供应链的产业传导，激发出消费市场活
力，才能有效带动经济社会运行的全面
恢复。

周茂华认为，随着复工复产的推
进，工业制造、交通物流等行业复工复
产加快，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将为经济
复苏提供有力支撑。

相关指标亦明显回升

当前，我国复工复产进程加快，经
济运行也加速向正常轨道回归。这从诸
多关联性指标中也能得到进一步印证。

3月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的“官方PMI”，
以及财新发布的“民间PMI”双双明显

回升，构成指标的指数也显著回升。
“3月份制造业企业信心、生产经营

活动以及市场需求均有明显恢复，呈现
出生产端恢复好于需求端、新兴产业恢
复好于传统产业、大型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恢复好于中小企业、国内需求恢复好
于国外需求等特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总经济师陈中涛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其他一
系列数据，同样印证了经济运行形势的
回暖。3 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
（CBMI） 为123.1%，较上月大幅回升
42.5个百分点，为2017年1月份以来的
最高点。

3 月 份 ，中 国 快 递 物 流 指 数 为
103.7%，比上月回升12.5个百分点，其中
各分项指数都有不同程度回升。3月份，
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98.4点，比上
月回升0.25%，比去年同期增长1.5%。

铁路总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
份，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3.46亿
吨，日均发送1116万吨，保持了2月份
以来的高位运行状态，与去年同比持
平，与上月环比增长4.5%。

“物流行业畅通、高效运转是促进国
内要素流动，疏通上下游产业链的基
础，为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制造业重
镇经济重启提供了保障，也是推动我国

工业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
件。”周茂华表示，铁路、公路物流正在
加速回升，物流市场供需两端持续改
善，将为经济正常运行提供可靠运输
保障。

盘和林指出，物流回升与国内市场
供求关系回升密不可分。他表示，“当前
物流回升，意味着产业链各个环节从分
离开始回归融合，细分供需链联系逐渐
紧密，市场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有效恢复”。

夯实经济正常运行基础

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6.4%，
但降幅较前2个月明显收窄。值得注意
的是，随着外贸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
现，前期因延期复工积压的出口订单陆
续交付，3月中旬、下旬连续两旬进出
口都实现了正增长。

德国《焦点》周刊的文章指出，4月中
旬，中国经济可能恢复其供应链的80％，
产能利用率和生产率也将大幅度恢复，人
们期望的“U形”复苏已经出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
测，中国经济将引领亚洲经济复苏。预
计2021年全球增长将回升到5.8%，中
国经济将增长9.2%。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门
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只要我们充分用
好供应链作为上下游连接的桥梁作用，就
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推进复工复产，助推经
济运行加速恢复。”邱普表示。

邱普建议，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
可以充分利用供应链企业通过收集下游
需求的动态信息，反馈给上游企业，让
上游供应商根据下游需求状况逐渐恢复
生产。同时，供应链企业也可以为供应
企业复工复产铺平道路，并同时通过强
大的物流网络，迅速将上游商品送达下
游需求场景，促进消费需求复苏。

盘和林建议，在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夯实经济运行回归正常的基础中，
资本市场特别是银行要给企业足够的金
融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他们
尽快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同时，要鼓励
外贸企业转移部分疫情严重国家的市场
到国内，利用国内消费能力来消耗部分
过剩产能，帮助外贸企业走出阴霾。

“在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中，要注重刺
激消费市场的复苏，努力扩大国内消费
需求，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复苏。”
盘和林说。

周茂华表示，要处理好防疫与经济活
动正常化关系，在做好疫情有效防控前提
下，有序推动消费、投资活动正常化。

“当前，最为重要的还是积极扩大内
需。既要发挥基建稳投资作用，立足城
市长远发展规划，根据各地财政能力适
度扩大专项债发行，加大传统基建、‘新
基建’投资，稳定经济，也要释放消费
潜力，支持和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企业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激发
内在创新活力，促进国内消费潜力释
放。”周茂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