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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是眼下一个热门话题，热
心的各方人士都在绞尽脑汁千方百
计为老年人创造舒适的晚年生活环
境。

例如，有些城市推出“以陪伴抵
房租”的模式——老年人免费提供一
间闲置房屋给年轻人居住，年轻人则
要在工作之余给予老人生活、精神方
面的陪伴与照料。

这个模式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
可行性有多大还有待时间的考验，毕
竟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工作已经很
忙很累，还要抽出时间陪伴甚至照料
老人，难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了给老人解闷，不少城市还推

出了“社区聊天室”，但其过于明确的
指向性会让其成为老年人专属的一
方空间。有利，也有弊。没有年轻人
参与，似乎还是少了一些活力。

有些社区在适老改造中就采取
了扬长避短的方式：在老龄人口居多
的社区，开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店
甚至很“潮”的小店，让这些场所成为
年轻人热衷“打卡”的地方。年轻人
的频繁光顾，给老社区注入了新活
力。老年人即便只是坐在一边旁观，
也能被年轻人的活力感染，而时不时
自然和不刻意的老少对话，也在某种
意义上让老年人感受到了别样的天
伦之乐。

“适老圈”不应该是一个只有老
年人的孤岛，“适老消费”也应该有年
轻人的参与。

有一部叫《我们俩》的电影，讲述
了一位在四合院里生活的孤单老人，
因为将房子出租给来北京上学的女
孩，一老一小之间发生了一段动人的
故事。

女孩想租老太太的房子，因为离
学校很近，但又觉得老太太要的房租
太贵。老太太不肯降价，女孩无奈租
了下来，两人开始磕磕绊绊争吵不休
的主客生活。在安装电话，缴纳电话
费，借用电炉、电冰箱等事情上，女孩
跟老太太发生了很多矛盾，彼此看对

方都不顺眼。
但日久生情，女孩跟老太太渐渐

成了彼此的依靠。四季更迭，老太太
也见证着女孩生活和恋爱的喜怒哀
乐。因为女孩的存在，老太太的晚年
不再孤独。后来女孩搬走，老太太心
情非常失落。

与老太太的同龄老年朋友相比，
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老太太更喜欢跟
有活力的年轻人在一起，哪怕只是一
个旁观者，因为有了年轻人的参与，
老年人的生活也不再跟时代脱节，同
时也变得有活力起来。

另外，有很多志愿者、义工会定
期去敬老院、养老公寓等场所看望老

年人，为他们提供帮助。这种善举当
然值得褒扬，但从老年人的角度来
说，如果只是作为“被帮助的一方”，
或许并不是他们最想要的。

老年人也许也愿意为年轻人做
点什么，让他们觉得自己还能帮助到
年轻人，可能会比单方面被帮助更能
让他们快乐。事实上，他们丰厚的经
历和经验，本来就是一笔巨大的财
富。

各种适老空间、适老社区和适老
消费圈的设计者，应该多维度考虑，
让年轻人与老年人更多地互动，互相
学习，互相进步。

（张丽娜）

8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财税支持措施。会议指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
重大国家战略，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财税等
支持力度，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汇集各方力量，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
撑。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
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
出，发展潜力巨大，对于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
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
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有利于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
垒；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

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
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加
大财税支持力度，势在必行。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财税支持要谱写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篇章。肩负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历史
责任，支持沿江省市生态保护是财税支持的第一要务。增加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加强
水污染防治资金倾斜，推动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和处理设施建
设。本次国常会部署了一系列财税支持长江生态保护措施：
对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实施奖励政策、国
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向长江经济带、引导地方建立横向生
态补偿机制、支持重点水域禁渔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等，财
税支持都不会缺位。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财税支持要描绘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新
图景。长江是目前世界上运量最大、航运最繁忙的通航河流，是名副其
实的“黄金水道”。财税支持提升黄金水道功能，要着眼更好发挥长江航
运能耗低、成本低的优势，实施重大航道整治，增强长江干线航运能力，
提升支流航道等级，也要惠及沿江铁路、干线公路、机场等建设，并推进
水库、引调水工程、城市防洪排涝等建设，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上中游水
土保持。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财税支持要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
势。两岸青山、一江碧水，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发展要靠创新动能予以
驱动。财税支持是新动能诞生的启动器。长江经济带要依托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能高质量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又要大力发挥财税调节作用，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在财税政策
引导下，促进落后产能化解，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向现代服务业
发展。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财税支持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
地。长江经济带蕴含的巨大开放潜力，财税支持可推动开放平台建设。
不仅要支持沿江省市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建设综合保税区，还要落实
好启运港退税政策，货物从运出启运港时即视同出口，并可向税务部门
办理退税手续。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外贸转型升级，让更
多沿江地区跻身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大江奔涌，千帆竞发。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加大财税等支
持力度，让行政化手段和市场化运作一齐发力，确保一江碧水绵延后世，
确保长江福祉惠泽人民。 （蔡恩泽）

时尚的创意造型、独特的调饮方
式、鲜艳的色彩组合、复合的味型口
感……鸡尾酒作为新潮酒饮的代表，
赢得了众多年轻消费者和外国人的
青睐。

“在鸡尾酒的世界里，不能没有
中国白酒。”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
书玉明确表示，中国白酒是世界烈酒
的鼻祖，是历史最厚重、工艺最复杂、
文化最灿烂、对人的感官冲击最强烈
的烈酒。中国白酒鸡尾酒的创意将
充满遐想，为全世界鸡尾酒注入新的
活力。鸡尾酒表达的是个性、艺术、
创作、感悟，符合年轻消费群体对酒
文化的创新需求，也是未来中国白酒
新的表达方式。中国白酒鸡尾酒的
核心价值，就是要用国际化语言，以
全新的视觉、味觉冲击去诠释中国白
酒古老的艺术魅力。

白酒鸡尾酒以中国白酒为基酒，
调酒时融入了更多的中国风味元素，
让中国白酒和中国文化以崭新的面貌
出现在年轻人和外国人的眼前和“杯
中”。在调酒师们眼中，中国白酒具有

香型众多、回味悠长的特点，利用不同
的饮料与不同的白酒进行结合，调制
出的白酒鸡尾酒充满了“大国芬芳”。
优质白酒调制出的鸡尾酒，被赋予了
中国故事与创意，不仅成为新派酒饮
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更是通过世界通
用的“感官语言”生动刻画了白酒的形
象。向世界讲述中国白酒故事，是加
快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白酒鸡尾酒成为推动中
国白酒国际化、年轻化的重要推手。
对此，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表
示：“中国白酒鸡尾酒正在以一个全
新的消费体验植入消费者的心智。”
目前，整个中国白酒行业对于“白酒
鸡尾酒是白酒产业发展之需要”这一
观点，已经得到了众多酒企的共同认
可，各路酒企在推动自身产品与鸡尾
酒的结合上不遗余力。

目前，中国白酒行业正在进入由
存量向增长转变的新一轮消费转型
中。酒企之间面向未来的竞争，需要
从现在开始培养新的消费方式，塑造
年轻化的品牌形象。白酒+鸡尾酒的

搭配方式，已经逐渐成为行业常态和
普遍现象，白酒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
也将随之而改变。白酒鸡尾酒的创
新之路，既是一种在饮用方式、消费
场景、消费对象上的消费创新，也是
在挖掘白酒价值内涵、塑造白酒新形
象上的文化创新。

迈入“十四五”新阶段，打造“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整个酒
行业发展的核心命题。对此，笔者建
议，中国白酒要做到对外国际化，对
内年轻化。团结所有具有前瞻性、代
表性的名酒企业，借鉴国际成功经
验，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调酒师培
训 。 不 断 推 动 中 国 白 酒 国 际 化 进
程。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效果
地促进中国白酒产业转型。以鸡尾
酒这一充满时尚气息的载体，向世界
讲好中国白酒故事，探索出一条中国
白酒国际化、年轻化的创新市场营销
思路，以创新的消费场景，时尚的文
化理念，让中国白酒走出独具特色的
国际化道路。

（贾淘文）

一个行业的健康平稳发展，既需要
行业内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力的充分释
放，也需要行业市场秩序与市场环境的
优化与完善。两者缺一不可。由此在
发展的进程中需要有效处理好创新与
监管的关系。尤其是随着我国产业转
型升级进程的不断推进，监管有为、有
效，是发展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
全国网民数量超过 10亿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到71.6%；互联网领域新业态不断涌
现，数字经济比重逐渐提高，不仅推动了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形成重要的国
际竞争力。同时，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互
联网领域在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
规范的问题，包括消费者保护问题、垄断
问题、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等。

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健
康发展，相关监管部门出台了包括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监管政策。加
强互联网监管，对资本市场短期内会带来
一定影响，市场情绪会有一定波动。但如
果就此担心强化监管会挫伤互联网发展
的势头，则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杞人忧
天。

一方面，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战略部署下，国家支持数字经济和互联网
产业健康发展的方向没有改变。近年来，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发展的
重要动力。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
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8.6%，13个省市数
字经济规模超过 1万亿元。伴随数字化
进程不断加快，互联网的重要性越发明
显，需要互联网企业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作
用。比如，传统产业的升级需要数字化加
持，新业态的出现需要互联网土壤。在这
方面还有相当大的空间。2019年我国产
业数字化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9%，但不
同产业数字化进程不一，数字化及其重要
载体之一的互联网企业，在我国产业数字

化进程中还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看，互联网企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
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是如何
行稳致远的问题。

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的行稳致
远，离不开监管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互
联网发展空间巨大，更需要监管等基础
性制度安排的完善。监管政策调整，不
仅要解决当前问题，更要形成一种趋势
性的引导，以此推动互联网企业主动转
型升级。由此可以把“以监促管”视为
监管的基本初衷。

比如，鼓励互联网教育企业与各级
各类学校结合，为学校提供信息化的教
学技术产品与服务，不仅可以更好地提
升教学与管理效率，而且可以为互联网
教育企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从调研
来看，已经有企业在推出这方面的业
务，并且取得初步成果；再比如，引导推
动互联网企业在产品开发、创新的进程
中更加注重社会价值，利用新的方式传
播主流价值观，带动精神的“共同富
裕”；发挥数字经济的长处，带动低收入
者不断增收。比如，支持短视频在促进

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引导
交通出行行业通过公允的流量分配和
租金回调，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

广大互联网企业既要看到强化和
优化监管的信号，更要看到“以管促转”
的信号，把适应发展趋势推动自身转型
升级作为主动选择。其他行业也要从
中看到“以监促转”的信号，主动转型，
创新发展。

从 14亿人消费大市场和消费结构
升级趋势看，从我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的趋势看，我国互联网企业还有巨大的
发展空间。监管政策的调整，是推动互
联网企业的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的重要
契机。“以管促转”也成为客观判断和把
握互联网行业发展远景的一个重要着
力点。 （匡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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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尾酒的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白酒”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

例》规定，2021年10月31日，为
期3年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
期将正式结束。届时电动自行
车不合规将不予上路行驶，并
面临罚款等。同时，北京市公
布的《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
收处置工作方案》明确，以车辆

“以旧换新”为主要渠道、“回收
拆解”为补充路径，引导超标电
动自行车加快、有序退出或置
换为合规车辆。

2018年 5月，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取代原国标。新国标规定，电
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
公里，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大于
48伏，整车重量（含电池）不大
于55千克，必须具有脚踏骑行
功能。与旧标准相比，新国标
多项指标都相对更宽松，如时
速限制从 20公里调整为 25公
里。标准变化之外，更值得关
注的是产品从销售到使用等各
环节对标准的执行程度。

新国标出台后，各地强化
了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力度，

不少城市先后提出了超标电动自行车淘
汰更新的周期。这有助于偿还此前有关
电动自行车管理的一些欠账，但仍须正视
的是，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周期较长，改装
的技术与成本门槛较低。老旧车型的淘
汰换代并不足以保证使用者不会基于对
速度的追求，而通过“偷改”瞒天过海。因
此，城市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后，如何管
理和打击改装现象将是一场持久战。

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达标”仅是基
础，只能提高产品本身的安全可靠性，而
无法替代使用过程的安全。现实中涉电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频发，往往与驾驶者不
遵守交通安全管理有关，如乱开乱闯，不
按标线和信号灯行驶等。涉电动自行车
起火事故则多与拉线充电、楼道停放等有
关。

因此，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更须注
重规范使用，管车更要管人。比如，在交
通安全方面，要加强针对电动自行车的路
面执法与违规处罚，切实提高使用者安全
守法意识，培养安全驾驶习惯；在消防安
全管理方面，要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
电管理，并加大充电桩投放，解决好安全
停放与充电服务问题。 （木须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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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适老圈”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圈

“以管促转”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正在北京举行。这是一个国家级、国
际性、综合型的服务贸易平台，自 2012
年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促进我国服
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使命，并
与中国服务共同成长。今年刚好第十
年。服贸会已经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
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示，也是展示

“中国服务”的重要窗口和平台。我国
正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
风顺，正如近期出版的《破局:中国服
务经济 15年崛起与突破之路》一书的
名字一样。作为本书作者，高蕊博士
在中国企联服务多年，深度跟踪中国
服务业企业的成长，对服务业于中国
经济的重要性、服务业的深层矛盾有
着理性、系统和独道的观点。高蕊说，
选择 2006年作为起始年份，很大程度
上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进程相关。

2006年，在中国的入世承诺中，是
银行、贸易、快递、酒店旅游等绝大部
分服务领域放开的最后截止时间点。
此后，这些领域的服务业企业必须遵
从国际规则，直面外资进入所带来的
强力竞争。服务业企业如何“与狼共

舞”，并完成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数量的
双重进步，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也让
当时并不强大的国内服务企业面临巨
大的挑战和机遇。在对外开放的倒逼
下，对内改革轰轰烈烈，不同所有制、
不同类别的企业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
一番较量。市场主体的活力，相比于
任何的力量推动都更加具有内生性和
原动性。

现在回过头来看，零售贸易、交通
物流、房地产、金融、娱乐、餐饮等多个
服务行业都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
2006—2020 年，是中国服务经济沸腾
的 15 年 ，服 务 业 占 GDP 的 比 重 从
2006 年的 39.5%，提高到 2020 年的
54.5%。服务业的贡献刚好增加了 15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一个。服务
业的结构不断优化，由中国企联发布
的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显示，这 15 年
间，批发贸易、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
服务行业入围数量的持续走低，从 209
家减少到 188 家；互联网及信息技术
服务、金融业、物流及供应链等现代服
务发展日新月异，入围榜单的企业数
量从 117家增长到 149家，极速推进生
产力转化和服务业的升级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这本书

系统梳理了 2006年以来服务业领域十
余个行业中上百家企业的成长和兴衰
的故事，服务业的过去和未来跃然纸
上。

新服务 30人论坛成员马旗戟的观
点很贴切地传达了这一层意思：“中国
在全球的地位得益于波澜壮阔的工业
化进程，也同样依赖于服务业的进步，
正是现代服务业背后所蕴含的技术进
步、政策调整、资本赋能和需求创造，
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阔范围内催生出了
中国当代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多元主
体，并造就了中国当代文明的社会风
貌与价值观念。对服务业这些年的历
史回顾、梳理与总结，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
导作用。”

历史诉说现在，也启发着未来。
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中，服务

业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助推器和稳
定器。但需要清醒认识的是，服务业
的跨国竞争依然是需要破的局。今年
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20年，2020年我
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46463亿美元，稳
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位。货物贸易取
得巨大成绩的背后是，是服务贸易长

期的逆差。2019 年，服务贸易逆差的
绝对值为 1.5万亿元，占整个货物贸易
顺差的比重达到 51.49%。这正是我国
服务能力不足所致，服务业企业的对
外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亟待加强。

当前，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盛行，对我国服务业企业
参与跨国生产布局和国际分工带来巨
大挑战。服贸会的举办传递了我国持
续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
决心。“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坚
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对此，高蕊建议，服务业企业要深
刻认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抓住超大
规模市场优势带来的发展机遇，把握
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联动
发展的大势，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继续提升发展质量。一方面要使用
更加专业化的人才、引进新的技术，学
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专业服务经验，
激发自身的成长动力。另一方面也要
积极应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鲶
鱼效应中“与狼共舞”，尽快补足短板，
成为拉动中国出口的新引擎。

（王洋）

在对外开放中不断做大做强的中国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