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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政府工作报告在安排 2019 年工作任务时提出， 要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
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报告
明确表示，将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增强消费能力，同时出台
促进居民消费政策。

在全国两会现场，“提振国内消费”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话题，报告中的金句如“使降费实实在在、消费者明明白白”“加强消
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放心消费、便利消费”等被反复念及。 大家对
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养老托育服务、汽车消费及各种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有诸多良好预期，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建议。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商务部部长钟山指出，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到 38.1万亿元，增长 9%，增速虽然回落 1.2个百分点，但增

量总额达到 3.2万亿元，相当于 1998年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更重要的是，我国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
品消费，去年服务消费占比已经提高到 49.5%，接近半壁江山；农村
消费增长快于城市消费，增速高出 1.3 个百分点；消费质量进一步提
高，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消费已经成为新的趋势。 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也进一步增大 ， 去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76.2%，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既
符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也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

关于促进消费，政府工作报告作了许多安排，相关部委也已形
成各自方案。 比如，商务部将主抓三件事：提升城市消费，促进消费
升级；扩大乡村消费，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发展服务消
费，优化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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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海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 ，

2018 年总共有 835 家上海“首店”落户；另据

估算，今年上海至少还将力促 500 家品牌“首

店”落地。

数量惊人的“首店”，积攒出惊人的“首店

经济”能量：消费创新在上海集中爆发，推动

着上海商业高质量发展； 肥沃的商业土壤持

续释放内需潜力，更吸引外资纷纷加码，为经

济平稳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用创新呈现与巴黎 、纽
约、伦敦不同的商业气质

835 家“首店”！ 2018 年的这个数字一枝

独秀，完胜全国其他城市；纵向对比，2017 年

上海“首店”数量为 226 家———去年的数据是

上一年的 3.7 倍。

上海从来都是商业重镇。 根据世邦魏理

仕的报告， 上海国际零售商集聚度已经跃居

全球第二，从大量引入新品牌的维度看，本应

已见“首店”天花板。 但上海为何还能引入源

源不断的 “首店 ”，靠的是消费创新 ：过去一

年，各种概念店、旗舰店、融合店在上海集中

爆发，中外品牌通过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技

术创新，寻找消费升级中的“金钥匙”。

“亚洲首店”星巴克臻选烘焙工坊 2017

年 12 月对外营业 ，如今这家 “咖啡店+咖啡

工厂”不仅成了游客必经之地，也实现了星巴

克的自我突破。2018财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星

巴克美国门店每周平均销售额约为 3.2 万美

元，而上海烘焙工坊每天销售额约为 44万元。

从一定程度上说，“上海首店” 为商业世

界提供了一个风向标， 这里的创新和尝试极

可能复制到全国甚至全球， 展现与巴黎、纽

约、伦敦完全不同的商业气质。市商务委商贸

处处长孔福安认为，大量“首店”有效带动了

消费业态、模式、技术等全面创新，将帮助上

海商业从并跑到领跑， 最终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

肥沃商业土壤吸引外资加码

上海商业持续走强，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明显增强。数据显示，去年上海消费市

场规模稳居全国城市第一，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到 12668.69 亿元，同比增长 7.9%，商

贸业税收 2361.1 亿元，对全市税收增长贡献

率达 31.3%。

肥沃的商业土壤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更

吸引着外资加码。新年伊始，上海外资零售业

频频发力：罗森便利店迎来在中国的第 2000

家店铺———上海罗森金汇南路店； 汉堡王在

中国内地的第 1000 家门店———上海青浦合

生新天地餐厅日前开业； 沃尔玛上海山姆会

员店经过多年蓄势， 上海第二店今年也将落

户青浦， 与此同时， 山姆会员店将广布前置

仓，深入社区电商。

“首店经济”持续飘红，也是上海商业开

放度越来越高的标志。 国际知名时尚运动生

活品牌 Lululemon 看中上海的巨大商机 ，一

连开出多家门店， 最近又斥资在港汇恒隆广

场黄金位置开出亚太区首家 F&B 体验店，并

首次尝试 Café&Juice Bar（咖啡果汁吧）。同在

港汇恒隆广场，香港高端餐饮龙面馆首次进入

内地。负责人、饮食工房董事兼总经理孙莹说，

“进军上海，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庞大市场。 ”

根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 在去年 835 家

“首店”中，有近 280 个境外“首店”品牌，它们

来自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和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品牌入沪“首店”数量名列前茅，而瑞典、瑞士、卢

森堡、阿联酋、芬兰、匈牙利、斯里兰卡、以色列等外资也都看好这个市

场，大批小众品牌纷纷抢滩上海。

发力信息消费打造国际消费城市

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品牌，今年上海商务部门将继续出台一批政

策措施，在新消费上“增一块”，在消费回流上“拉一块”，在中高端消费

上“强一块”，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

孔福安透露，今年将至少推动 500 个品牌“首店”落户上海。仅从春

节至今，一大批“首店”已经相继来沪“签到”：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 Tim

Hortons 在人民广场开出“中国首店”，还推出了上海定制款；荣耀上海

首家高级体验店几天前花落五角场；Supreme Italia“上海首店”刚开业，

第二家店也跟上了脚步……

放眼未来，还有大批“首店”在路上，淮海路上的上海新天地广场即

将回归，其中三成店铺都是“中国首店”或“上海首店”；即将闭店升级的

新世界城，年底将带着全球首家火影忍者室内主题乐园、全球最高室内

攀岩等一大批“全球首店”盛装归来。

孔福安透露，今年上海将启动新一轮商业规划，“上海购物”品牌也

将在信息消费上发力。 除了商场利用新技术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购物

场景、丰富购物体验之外，市商务委还将整合人口数据、交易结算数据、

商业网点地理信息等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消费热点、消费趋

势，让更多“首店”精准落地。

释放养老消费潜力，必先增强老年人群支付能力
代表委员就养老服务业发展提出不少有益思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养老服务

放到“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

增长”任务项下，传递出“支持社会力量

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强劲信号。

从养老服务业角度看， 这是前所未有的

变化。

事实上， 近期国家已经多次释放鼓

励“养老消费”的信号，去年 9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

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

见》，把“健康养老家政消费”列入亟待提

振的七大类消费领域之一；今年 2 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 18 个部门发布《加大力

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

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

方案》，其中包括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的安排。

关注 2.5 亿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代

表、委员，就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提出了

不少有益思考， 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声

音认为， 优质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供给

要以支付体系建设为前提， 只有增强老

年人群的支付能力， 才能持续释放内需

潜力。

30 张床位，“压床”半
年以上的有 8 张

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曾为那些 “压

床老人”伤透脑筋。 她是中国中医科学

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先后在重症监护病

房和老年二科任职 ，“我刚转到老年二

科时， 发现科室的医护人员跟病人都特

别熟悉。 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最多住院

20 天，但在老年二科，住两年以上的人

都有。 ”

徐凤芹对科室内 30 张床位作了盘

查 ， 发现有 8 位老人 “压床 ” 超过半

年———他们的病情都已稳定， 没有留院

的必要，“医院的功能是救助急危重症患

者，病情稳定的应该出院康复，把床位让

给最急需的人。 ”

徐凤芹试图劝说病人和家属退房，

“劝一个人， 能有四五名本院职工出来替

他说情，让他再住一段时间。”她为此道理

说尽、承诺连连，“我保证，如果你再次发

病、需要住院，一定给你开绿灯。 ”

几个月的 “腾床 ” 经历让她意识

到， 老年人离开医院之后无处可去， 更

确切地说， 是没有符合报销条件的地方

可供转移， “接收失能半失能老人并且

还能报销护理费用的地方太少， 康复医

院、 护理院资源稀缺， 养老院绝大多数

没法报销。”

不止徐凤芹有这些烦恼， 老年住院

病患多的医院科室几乎都要面对 “把医

院当养老院住”的“钉子户病人”。徐凤芹

说， 对于有长期护理需求的失能半失能

老人来说，护理服务不是小开销。在这个

最需要“医”“养”衔接的环节，支付体系

的缺位让医疗机构和老年家庭承受了过

重的负担。

政府工作报告直击要害地回应了社

会关切：“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 扩大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长期护理保险

正是为了解决人们的长期照护需求而确

立的资金保障制度，上海、青岛等多个城

市正开展该项试点。

养老金第一支柱独
大，商业养老险发展不足

养老资金从哪里来，这是“多层次养

老保障体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 今年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这意味着自 2005 年起中国养

老金实现了“十五连涨”。

“养老金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

本养老金， 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

年金， 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

和商业养老保险。现在第一支柱独大，占

比超 80%。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周燕芳说， 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了

基本养老金储备面临的矛盾———既要减

轻企业缴费负担， 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

遇不变、 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

放，同时今年还将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这种情况下， 尤其

应该发挥第二、第三支柱的补充功能。 ”

“第二支柱的参与者主要是国有企

业和政府事业单位，到去年底总数约 8万

家，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比例不超过 1%。

第二支柱在操作中难以突破覆盖面小、参

保人数少的困境。提升我国养老金保障能

力的最大空间在于发展第三支柱， 社会

力量大有用武之地。 ”她认为，国家有必

要对三大支柱的构成作更明确的规划，

合理划分三者比例， 并鼓励个人商业养

老保险发展。

广受关注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

险试点在上海、福建、厦门和苏州工业园

区开展已近一年，周燕芳坦言其试点效果

低于预期。到去年底，个税养老保险累计实

现保费约 7000万元，承保件数约 4万件。

所谓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

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 到领取保险

金时再缴纳税款 ， 按规定 ， 届时其中

25%部分免税 、75%部分按 10%比例税

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个人领

取税延养老保险金时的实际缴纳税率为

7.5%，这个优惠只对当期个人所得税适

用税率 20%以上的人群有意义，这类人

群对应的实际应发工资要在 2 万元左

右。 ” 周燕芳建议调整政策，“将领取期

75%部分的领取金额适用税率从 10%调

整为 3%，对于重疾、身故或全残的情况

直接免缴个人所得税；同时，将每月扣除

标准从 1000 元提高至5000 元。 ”

打破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的隐形门槛

支付端牵引着养老服务市场的供给

链条。 唯有确保老年人群的支付能力得

到提高， 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的决心

才有意义，才可能唤起市场主体“多渠道

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中国老龄人群如此庞大 ，“银发经

济”的“起飞”已被市场观望呼唤多年。但

是，不少前期“入场”的市场主体都经历

了外界所不能理解的挫折， 其中尤以民

营资本最为典型。

全国政协委员、 月星集团董事局主

席丁佐宏以开办养老机构为例谈道，“除

了政策不配套、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养

老机构开办难的根源在于民营机构与公

办机构没有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 这会

挫伤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 ”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快破除

民间资本进入堵点”的表态，得到市场主

体的高度认同。报告强调“优化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的决心，同样适用于养老服务

领域———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今年

第一次采用“竞争中性原则”一词，强调平

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要素获取、准

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

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

这些改变将如何影响中国老人的晚

年生活，值得拭目以待。

（本报北京 3 月 9 日专电）

“首店”入驻不仅提升了“上海购物”品牌集聚度，更伴随着全新的体验和创新。 图为陆家嘴中心 L+Mall 商场一层的艺术展吸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徐晶卉摄

支付端牵引着养老服务市场的供给链条。 唯有确保老年
人群的支付能力得到提高，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的决心才有
意义，才可能唤起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

记者观察

上海故事

4 责任编辑/靳玮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3 月 10 日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