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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经是全球咖啡馆数量最
多的城市，不同的统计维度对上海
咖啡馆的数量有不同的测算：根据
《2020年湃客精品咖啡指南》统计，
截至2019年末，上海咖啡馆有8000
多家。根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上海
咖啡消费指数》统计，截至2020年
末，上海拥有6913家咖啡馆。而大
众点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上
海咖啡馆逾7500家；截至2021年11
月，上海咖啡馆总量规模逾10000
家……尽管统计口径各不相同，但
各类研究报告都得出了“上海咖啡
馆数量堪称全球城市之最”的结论，
若以10000家咖啡馆规模测算，每
万人咖啡馆拥有量已超4家，达到
了伦敦、东京等城市的平均水平。

从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到咖啡产
业最强的城市，上海的咖啡发展之
路关键在于依托咖啡这一载体打造
具有城市品格魅力的创意城市孵化
器：一是确定以咖啡及咖啡文化为
载体的创新创意模式，并在上海落
地实践，例如打造产业链、举办世界
级比赛、开展有影响力的行业活动
等；二是通过前者反哺创意城市的
内涵。而这关键的第一点，上海已然
在践行中。2021年4月29日，虹桥国
际咖啡港举办了开港仪式，计划打
造三大板块，即“从种子到杯子”的
咖啡全产业链贸易港；集咖啡教育、
研究、认证、赛事于一体的咖啡人文
港；集咖啡展示、体验、测评、交易于
一体的咖啡生态港。虹桥国际咖啡
港的“雄心壮志”跃然纸上——建成
国内最大的咖啡文化博物馆、国际
最权威培训认证中心、国内最专业
的培训教室和全球顶级专家组委会
基地、国际授权国内最有影响力的
咖啡赛事、国内最大规模的咖啡文
化展会等都在蓝图之中。传统意义
上的孵化器是为了提高初创企业成
活率而存在的，即提供包括共享空
间、优惠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孵化服
务来降低初创企业的风险与成本。
上海作为城市品格魅力四射的创意
孵化器，可以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第一，建立“上海咖啡成长中
心”互联网服务平台，为咖啡店主提
供“定制化”的政府服务和支援。在
世界范围内，许多在全球具有顶级
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持续地致力
于优化和完善城市的营商环境，例
如伦敦为了给企业提供更详细精准
的政府服务和支援，创建名为“Lon 
donGrowthHub”的互联网服务平
台，该平台整合了政府所能提供的
绝大多数服务与支援，包括开设企
业、筹集资金、扩充团队、寻找驻地、
经营管理等。“LondonGrowthHub”
不仅提供大量成功的商业案例供企
业主参考借鉴，还提供形式灵动且

具有“定制性”的商业顾问服务，企
业能够有针对性地与商业顾问预约
以获取商业咨询建议；商业顾问根
据企业发展特点为其提供合乎需求
的专业意见与建议，为企业指明发
展新方向。“LondonGrowthHub”为
打造城市创意孵化器、促进上海咖
啡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依托
互联网建立“上海咖啡成长中心
（ShanghaiCoffeeGrowthHub）”，建
立包括G端、B端、C端的能力提供者
以及客户等在内的多套“账户体系”。
G端入口即政府端入口，由政

府相关部门组成。G端是平台最核
心的内容的提供者，提供准确详尽
的政府扶持政策、构建咖啡品牌以
及开设咖啡门店所需的知识咨询、
经验提炼、案例分享等；通过大数据
资源为咖啡店主提供适宜的门店选
址，例如通过向咖啡店主提供城市
休闲娱乐“热力值”报告、咖啡共生
品牌分布报告，为有心创业的爱咖
啡人士提供选址辅导，也可以将上
海城区咖啡店聚集极低的“咖啡沙
漠”区域向企业主分享（例如面积较
大的彭浦新村板块，咖啡店数量却
屈指可数），让有咖啡馆梦想的企业
主通过“错位经营、另辟蹊径”尽快
起步。上海咖啡产业发展还可与咖
啡技能培训相结合，例如将“上海咖
啡成长中心”服务平台与专业的咖
啡技能培训学校相对接，一方面为
人脉并不那么广、经验并不那么足
的咖啡店主及时提供拥有资质的咖
啡师，另一方面促进待业人员在咖
啡技能培训后的就业。
B端入口由在“上海咖啡成长

中心”服务平台实名注册的法人主
体组成，他们可以在平台上获悉上
海市内各类咖啡商业活动并参与其
中，有利于“咖啡创业菜鸟”尽快“入
圈”。同时，许多小微咖啡店具有与
大型连锁咖啡品牌截然不同的“个
性”，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出于租金考
虑而开设在老沪太路菜场里的咖啡

店NANA，别出心裁地推出拿铁咖
啡加肉桂的创意咖啡；瑞金一路的
石藤咖啡店提供酱油调配、酒桶发
酵的特色咖啡；陕西南路的Blue
Collared在咖啡中融入蔬菜和水果
……在“上海咖啡成长中心”，咖啡
店主能够有针对性地与政府提供的
商业顾问预约以获取商业方面咨询
建议；咖啡商业顾问根据该咖啡店
经营特点为其提供合乎需求的专业
意见与建议，指明发展新方向。
C端入口由获得相关从业资

质、在各大国内外评级大赛上折桂
的咖啡师，以及其他咖啡产业链内
相关能力提供人员组成，他们通过
C端入口入驻平台，他们的加入使
“上海咖啡成长中心”可以为咖啡店
主提供一站式全套资源；同时，咖啡
店与培训学校的信息通过服务平台
相互连接也有利于咖啡师在接受技
能培训后更快地上岗就业，这些潜
在的上岗就业人员里包括残疾人
员，这意味着：只要咖啡店主愿
意，每一家咖啡店都能够成为永康
路“熊掌咖啡店”的NO.2、NO.3、甚
至NO.N，让城市的温情行动在咖啡
产业孵化过程中自然生长。广大咖
啡拥趸也可以通过C端入口参与城
市咖啡活动，他们的加入可以让服
务平台成为未来上海咖啡合伙人
的培育土壤，也可以见证小微咖啡
店的诞生与变迁，并在见证过程中
激发自己成为创业者的热情，既为
咖啡商业平添趣味性，也为良序的
咖啡产业发展构建可持续的生命
周期。

第二，打造咖啡专属金融计划，

关注小微咖啡馆对于上海咖啡市场
的补充与完善。上海是全球咖啡馆
数量最多的城市，也是连锁咖啡品
牌巨头星巴克门店最多的城市，然
而上海并未被连锁咖啡品牌“支
配”。《上海咖啡消费指数》提出，截
至2020年末，上海咖啡馆业态结构
中35.08%为连锁咖啡馆，55.88%为
精品咖啡或小微咖啡馆。小微咖啡
馆形成了上海咖啡市场多元发展的
特点，也指向了与连锁咖啡店截然
不同的“调性”——用茅草屋檐、阶
石小路、樱花木椅搭建起日式庭院
风格的咖啡馆WABICOFE，白天卖
咖啡、晚上喝鸡尾酒、还兼顾着卖画
的MissingGallery，拥有沪上手冲咖
啡“爱马仕”之称的芦田家……小微
咖啡馆俘获了向往高品质咖啡或独
特氛围的消费群体，而在其成为“网
红打卡点”前或多或少会经历“小微
企业”的创业阵痛，为其设立咖啡专
属金融计划或是一种解决其痛点的
有效路径。例如设立小微咖啡企业
专属的创业引导基金，由政府出资
并吸引相关金融、投资机构、社会资
本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共同出资，
用以支持小微咖啡企业起步；抑或
是为小微咖啡企业提供专属的税收
优惠方案，孵化具有无限创意以及
上海本土特色的小微咖啡馆；专属
金融计划还可与商业银行合作，为
符合资质的小微咖啡企业定制供应
链解决方案，加速下游应收资金回
笼、延长支付供应商账期时间，助力
其顺利经营。

第三，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咖
啡教育机制，培育咖啡产业人才。

越来越多的“当代打工人”需要依靠
咖啡“续命”，而咖啡的“触手可及”
容易使人忽略一杯咖啡饮品从无到
有所需要的复杂工艺——种植、采
摘、加工、烘焙、运输、萃取、调制、创
意等每个步骤都需要不同的知识储
备与技能训练。犹记得多年前的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对食材获取、
食物烹饪等细致入微的描绘，满含
深情地表达着料理人的厚重经验对
美食及其文化的成就，让人“才下舌
尖，又上心头”。咖啡亦如是，土壤
质量及海拔高度会影响豆子最初的
品质、豆子发酵会影响稳定性与醇
厚度，生豆烘焙会影响酸度与香气，
保存咖啡豆的环境湿度会影响咖啡
浓度……经验丰富的咖啡师在发现
咖啡豆变酸或变苦时，会及时改变
调制方案，尽可能使咖啡最终呈现
得美好。建立全面的咖啡教育机制
可以减少从业人员在摸索和试误阶
段无故损耗的时间和精力。星巴克
在咖啡教育、资质认证、赛事举办等
生态建设方面走在了行业的前沿，
不仅较早地在云南建立了亚洲首个
咖啡种植者支持中心，向当地咖啡
农提供知识技能教育及资源支持，
以确保当地稳定地供应优质的阿拉
比卡咖啡豆；而且还形成了完整的
晋升体系，例如星巴克的咖啡师拥
有与技能水平相匹配的颜色围裙
——初阶的绿围裙是经过基础培训
即可拥有的“上岗证明”；中阶的黑
围裙是通过内部“咖啡大师”考试后
给予的“荣誉证明”，咖啡师可以把
自己的名字绣在围裙上作为纪念；
高阶的棕围裙是咖啡师通过拿铁艺
术、手工浓缩、咖啡冲煮、杯测等层
层比试、斩获“咖啡公使”称号后取
得的“纪念勋章”。除了技能日臻精
进，优秀的咖啡师还需要极强的敏
感度。在咖啡感官测试Q-Grader
（QArabicaGrader，阿拉比卡精品
咖啡质量分级品鉴师）中，单嗅觉一
项测试就要求清晰记忆并分辨包括
柠檬、土豆、青豌豆、咖啡花、蜂蜜、
焦糖、香草、麦芽、烟草、泥土等在内
的36种香型，这需要咖啡师耗费大
量时间学习、积累、训练。

走进咖啡店的消费者需求与
目的各有不同，有的为了商务洽
谈，有的为了文化体验，有的是生
活习惯，也有单纯想埋在沙发里放
空的，这些需求与目的延展了咖啡
教育的内涵，把教育视野扩展至咖
啡经营的各个层面，包括确定咖啡
馆文化主题、空间布局、客群定位、
饮品风格等。因此，组建咖啡教育
师资队伍时，可以延请技能培训、
人文社科、企业经营、金融贸易等
不同领域专家，将咖啡操作技能训
练、理论素养积累、经营管理培训、
咖啡掌故熟识、咖啡文化传播等结
合起来，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
然，在咖啡的务实理性与醇香感性
碰撞中输出更多具备创新创造能
力以及浓厚人文内涵的咖啡产业
人才。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

所研究员、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执

行院长）

上海如何从咖啡馆最多走向咖啡产业最强
■ 包亚明

设立咖啡专属
金融计划缓解小微
咖啡馆的创业阵痛

“定制化”的政
府服务为“咖啡成
长”构建可持续的
生命周期

以全面的咖啡
教育机制“孵化”更
多咖啡产业人才

“复合型”的全球通胀

本轮全球通胀的发生不是单一
因素引发的，而是需求拉动、供给短
缺、成本推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属于复合型通胀。

首先，超常规刺激政策是本轮
全球通胀的基础。货币学派的创始
人弗里德曼曾提出，通胀在任何时
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
象。很显然，本轮全球通胀就是超常
规刺激政策惹的“祸”。目前，美联储
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接近9万亿美
元，是疫情之前的两倍多。其次，需
求拉动叠加供给短缺是本轮全球通
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疫苗的普及
以及政府强力的经济刺激政策，使
得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
激增；另一方面，疫情之后，“缺料”
“缺柜”“缺芯”“缺工”频发，全球供
应链中断风险不断上升。因产能恢

复无法赶上需求增长，造成全球物
价大涨。第三，成本推动是本轮全球
通胀的重要推手。初级商品价格、工
资、物流费用等上升是引发成本推
动型通胀的主要因素。货币“大放
水”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其后果除
终端消费品外，也推高了以美元计
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全球进入高通胀时代

为对冲通胀上行压力，目前全球
已有近30个国家宣布启动加息，但前
期“大放水”造成的惯性影响难以立
即消除。且本轮通胀是多因素叠加的
结果，仅靠一味货币政策紧缩的药方
难于祛除病根。更何况，在疫情走向
不确定、全球经济走向不确定的大背
景下，各国货币当局仍需艰难地在防
通胀和稳增长之间寻找平衡，不太可
能出台过于猛烈的反通胀政策。

当然，在2021年的高基数上，今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大概率不会
像去年那样大涨，但仍有维持高位震
荡甚至高位缓慢上行的可能。另外，疫
情之后，各国将经济主权安全上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处于重构期，正从全球“长链”布局开
始转向区域范围内或国内的“短链”

布局，这将减少全球分工合作，且驱
使全球商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上述种
种因素意味着全球确实已进入高通
胀时代。

警惕输入型通胀压力

2021年困扰全球多数国家的高通
胀问题，在我国得到了较好的应对。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9%，
为自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是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8.1%，
涨幅为1996年以来的高点。PPI的
大幅上扬和CPI的基本稳定，表明我
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输入。

一方面，在全球高通胀的环境
下，我国初级产品保供稳价任务更
为艰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
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世界第
一大油气进口国。2020年我国石油、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
43%。目前，我国铁矿、铜矿、锰矿、
镍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0%，铬矿
接近10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
50%。如果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大
涨，将会对国内中下游企业构成严
峻挑战。另一方面，受结构性因素和
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我国

PPI所代表的上游物价上涨和CPI
所代表的下游物价稳定的情况还会
延续一段时间，上游价格持续上涨
将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并加大
其生存压力。

初级产品的保供稳价

鉴于全球高通胀对中国的影
响，目前主要表现为输入性通胀压
力的加大，当前中国应对全球高通
胀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初级产
品的保供稳价，即确保供应链的不
中断以及价格稳定。基于此，我们提
出以下建议：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
弹性，充分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平
衡中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降低全球
物价上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二是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大型
经济体，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构建大
宗商品现代国际流通体系，畅通生
产、加工、仓储、流通等各环节，形成
全产业链闭环，既能增强我国大宗
商品国际供给体系的韧性，又有助
于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
和大宗商品需求量相匹配的定价
权。同时，牢牢守住“重要能源资源
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完善国

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特别是建立
健全海外初级产品稳定供给保障体
系。三是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发挥期
货、期权等发现价格、套期保值的功
能，稳定企业初级产品采购成本。

美政策转向的外溢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要发达
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
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
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经济金融
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凝聚国际共
识，增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
2022年我们不仅要警惕全球高

通胀态势带来的影响，同时还要提
防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外溢风
险。一是要密切关注资本流动风
险。二是要密切关注汇率波动风
险。三是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同频
共振风险。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经济
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去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实现了较高
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双重目标。虽然
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巨
大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警惕正在显现的全球复合型通胀风险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

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

演讲中指出：“全球低通胀

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复合型

通胀风险正在显现”。2021

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

涨，多国物价上涨水平达到

十余年来的最高点，通胀已

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

主要风险。

■ 唐珏岚 陈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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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onGrowthHub”为促进上海咖啡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
思路，即依托互联网建立“上海咖啡成长中心（ShanghaiCoffee
GrowthHub），为咖啡店主提供“定制化”的政府服务和支援。

 上海的咖啡发展之路关键在于依托咖啡这一载体打造具有
城市品格魅力的创意城市孵化器：一是确定以咖啡及咖啡文化为载体
的创新创意模式，并落地实践；二是通过前者反哺创意城市的内涵。

 小微咖啡馆俘获了向往高品质咖啡或独特氛围的消费群体，
而在其成为“网红打卡点”前或多或少会经历“小微企业”的创业阵
痛，设立咖啡专属金融计划或是一种解决其痛点的有效路径。

 组建咖啡教育师资队伍时，可以延请技能培训、人文社科、企
业经营、金融贸易等不同领域专家，将咖啡操作技能训练、理论素养
积累、经营管理培训、咖啡掌故熟识、咖啡文化传播等结合起来。

消费品创新设计
上海应成策源地

声 音
论 道

锐 见

上海要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应当在
进一步发展高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的同时，积极扶植和打造一批能代
表上海城市实力和文化的消费品品
牌，大力培育和发展消费品的创新
设计能力，使上海成为我国消费品
创新设计的策源地，从而使上海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拥有更为充
实的内涵。

确立在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在
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上海品
牌的目标。对于这些品牌的运作主
要采取公司总部、创新设计中心、品
牌运营中心在上海，加工制造、营销
推广、物流配送等则根据成本最优
原则和市场布局的需要分布于全国
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基本模式。

扶植和振兴一些具有独特内涵
且市场适应性较好的“老字号”品
牌。首先要改良和丰富其内涵，其
次要准确定位，三是要广泛宣传。

鼓励和支持在消费品领域的创
新和设计。特别是在上海具有相对
优势的智能家居、化妆品、时装服
饰、金银首饰、家用纺织品以及特色
食品餐饮等领域集聚创新设计团
队，引进创新设计人才，不断推陈出
新，引领行业潮流。

将科技创新同消费品设计创新
相结合。科技方面的创新与突破，
最终是要转化为具有应用价值的产
品成果的。可以将其应用于航天、
航空、医药等高端领域的产品，也可
将其应用于各类消费品。而正由于
有最新的科学创新技术的支撑，消
费品的创新设计也就能处于领先地
位。因此，上海在消费品的创新设计
上应当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
势，进行应用性转化，不断提高上海在
消费品领域的科技含量和品质功能。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教授）

■ 晁钢令

作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
连接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有力保障
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
进区域共同发展，为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增添更多动能，为沿线国家
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推动中欧班列
陆域通道的高质量发展，更好提升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可进一步
采取以下措施：

发展规划先行。承接《中欧班
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制定并尽快出台新的发展规划，为
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提供顶层设计
和方向性指导。

优化班列运营模式。重点考虑
在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有自由贸
易试验区、本地有较大产业支撑和
物流需求的班列始发地建设中欧班
列集拼中心，推动周边货源往集拼
中心集聚，货物集拼后集约开行。

提升班列运行效率。国内加大
出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运输
能力，普及应用区域电子通关模式，
提高列车国内段运行效率。加强与
国际联运沿线国家的协同协作，提
升沿途各国铁路场站的集装箱转轨
换装效率和通关效率，共同提升班
列全程运行效率。

制定陆域贸易新规则。结合“一
带一路”国际贸易实践，制定陆域贸
易新规则，如“欧亚国际货物陆域运
输公约”，通过国际区域层面立法，推
动亚欧区域基于中欧班列的制度实
践形成“多式联运提单物权效力”的
习惯法，推动海铁联运转口贸易单证
一体化和贸易规则统一化。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教授）

乘中欧班列东风
提升供应链韧性

■ 赵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