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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消费之门

从春天再出发

紫竹评论

本报记者 李锦 万斯琴

一方面是很多企业面临产能过剩
的难题，另一方面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却
买不到；一方面是政府急于把扩大内需
当做拉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另一方面
却是不断出台的各种限购措施。

这一系列的问题直观而深刻地表
明，中国的内需问题已经陷入了系统
性的矛盾之中，不单纯是需求不旺的
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供给不足问题。客
观上讲，为了扩大内需，在过去一段时
间里，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办法，来
增加老百姓花钱的愿望。但这些对策
大多都集中在扩大需求上，而对于调
整供给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
者，给予的关注都还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相对于扩大需求而言，
增加供给应当是更容易办到的事情，
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可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国度里。

从逻辑的角度讲，要增加供给必
须首先发现需求在哪里。在家电之后，
我们发现了汽车的市场；在汽车之后，
我们找到住房的需求。那么，人们的下
一个需求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
来看一下中国百姓所面临的三大难
题：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应当说老
百姓的需求潜力就包藏在这些难题
中，每个难题都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每
个难题背后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市
场。

据此，我们得到的一个推论是：解
决老百姓的难题，应当成为扩大内需

的第一切入点。
以房地产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2011 年末全国商品房
待售面积 27194万平方米，比 2010年
7月增加了 8000 万平方米左右。在全
国商品房库存压力明显增加的同时，
全国房地产行业整体出现有价无市的
状态，让房地产业及其上下游 60个左
右的行业同时陷入困境。

表面上看，是各大城市相继出台
的限购政策影响了房屋销售，但深层
次的原因应当是高房价制约了人们的
购买能力。在畸高的房价下，人们把投
资作为买房的首要目的，而居住则成
了次要因素。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
果就是真正想住的人买不起，买了房
的人不需要住。致使需求和拥有出现
了严重的错位。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讲，盘活房
地产业，可以同时拉动建材、装修装饰
等 60个行业发展，有着一着成功全盘
皆活的巨大效用。而打开这个死结的
关键就是要让房价大幅度地降到合理
的水平。事实上，在房价的构成中土地
出让金和各种税费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据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
院教授胡怡建测算，土地成本在上海
至少要占房价的 40%左右，而税费有
100多种占房价的比重达到 15%。这也
就是说在一套总价 100 万元房款中，
其中有 40万土地出让金和 15 万税费
流入政府口袋。因此，在抑制房地产商
暴利的同时，政府方面也应当适度降
低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水平，为降低房
价制造更大的空间。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住房需求分
为三类，第一类基本需求或者说是保
障型需求，比如 70平方米以下的第一
套住房，政府方面要牺牲一定的土地和
税金收入，以大幅度降低房价；第二类
是改善型需求，比如 90平方米以上的
住房或第二套住房，政府方面可保持一
个适度的土地和税金收入，并通过收取
房产税提高使用成本；第三类是奢侈型
需求，比如多套住房或别墅，政府方面
可收取惩罚性的土地和税金收益，以限
制过度需求。如果这三种类型的需求能
够通过不同类型的产品得以满足和区
别，则既可以实现居者有其所，又不降
低国家的土地和税金收入。

我们的第二个推论是：需求在老
百姓的担忧里，放心消费是未来重要
的大市场。近年来的地沟油事件、毒奶
粉事件等，让老百姓不能放心消费。一
些大企业已经从中发现了商机，比如
中粮集团正在通过“全产业链”的概
念，独享食品安全的大蛋糕，而联想控
股、万达集团，甚至是武钢这样的传统
重工业企业都进入到农业和食品领
域，通过产业化、集约化生产的方式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

我们的第三个推论是：需求在老
百姓的行为中，消费升级孕育着无穷
的潜力。买奢侈品到国外去，整容到国
外去，看病到国外去，体检到国外去，
甚至是买奶粉都要到国外去。真的内
需不足吗？这已经是典型的供给不足
现象。企业要善于从苗头性、典型性的
事件上发现未来的消费趋势。

（下转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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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两会有点出乎意料。
两会前,各大网站不约而同地展开了“两会热点调查”。

社会保障、司法公正 、反腐倡廉 、房价调控、物价调控、环
境污染、食品安全、个税改革、户籍改革、网络诚信都被列为
两会热点。

然而，2012年两会上,实体经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
域以及为企业减税的舆论，似乎突然成为热点，而这三大热
点都是关乎实体经济这一主题。回归实体经济，已是关乎中
华民族命运的重要抉择。

如果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半年来“实体经济”舆论的形
成过程，更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意外”。

如果只见其表，不究其里，半年来“实体经济”舆论的形
成过程，更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体经济舆论形成是经济发

展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中国实体经济长期被忽
略的结果，是中国企业感情长期被压抑的结果。只不过，是
借助两会这个平台的一次爆发式宣泄。

其实，半年前的温州事件已经把实体经济危机拉开序
幕，只是在两会上演而已。

其实，前三个月社会各界对于实体经济的评论已经展
开，则是在两会上被推入大合唱的高潮。

其实，几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走出金融危机，半年前的事
件则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

追踪溯源，在党的十八大前的重要时刻得到这种收获，
有利于中国获得新的清醒，有利于经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回归实体，有利于定准中国历史未来的方向。

实体经济舆论影响两会———以钱生钱、
避实就虚已成为实体经济危机,在中国经济
坐标上，焦点曾经并不那么清晰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金融危机则是在不知不
觉间刚刚发生———“看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现象
引人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下降、产业升级较慢，部分资
金由实业转向投机市场，一些企业家频频炒作资产，从炒房
到炒大蒜，从炒金银到炒钱，在实体经济经历困难期的同
时，投机炒作却花样迭出、旺火难消，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
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自从去年七八月间，连续发生事件：上海砸楼盘、淘宝
商城围攻、鄂尔多斯楼盘风险、温州高利贷危机……房地产
市场萎缩、企业盈利恶化、民间借贷危机、资金外流、PMI预
警……

密集而来的信息告诉我们：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表现实
体经济危机刚刚到来。

让时光倒退半年。2011年9月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
出现全国性萎缩。本来是开发商冲击全年销售目标的“金
九”明显褪色，万科、中国海外、富力、碧桂园、雅居乐、合景
泰富等一线房企在9月份均出现了销售额下滑的现象，其中
同比降幅最高达到了25.3%。

9月底的温州高利贷事件，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数十
名老板逃跑，使得温州经济地震般倒塌。

10月10日，中国最大的B2C电子商务平台淘宝商城调
价引发数万自称“中小卖家”的“网络围攻”。

10月23日，上海砸楼盘事件引人注目。上海嘉定区一处
楼盘因大幅下调房价，引发市民彻夜抢购，上百名业主打砸
售楼处。短短几天内上海先后有多个售楼处被砸。

11月，鄂尔多斯楼市坍塌，陷入冰封状态。可怕的是，民
间借贷危机爆发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震颤，开发商自杀事件
出现后，人们对开发商资金链状况的全面质疑。

12月1日，PMI破50预警中国制造业。一个明显的相同
点是：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

12月13日，上证指数在盘中最低探至2245点，显示资金
外流。而此点位正是十年前的2001年牛市见顶回落的位置。

时间迈入2012年，然而实体经济危机并没有止息，焦点
更为集中。1月1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对吴英死刑
原判的裁决敲定，天下舆论几呈“一边倒”，吴英一案的要害
并不仅仅是吴英作为个体的生命，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向
何处去的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2012年2月，商业银行利润暴利风波。商业银行去年利润
破万亿的消息再度引发了公众对于银行业“暴利”问题的关
注。此前，民生银行行长洪崎直言，银行利润太高了，自己都
“不好意思”公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称，
银行人均净利润是工业企业的12倍；中国企业研究院组织的
实体经济讨论目标转向银行业，形成凌厉的攻势。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温州高利贷
风波。

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2009年，房地产行业在宏观政
策刺激下大受其益，尤其是对于行业利润低、竞争激烈的制
造业企业来说，拥有高额回报的房地产业有着致命的吸引
力。在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
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
甚至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借助高杠杆融资，逐步演变为投机者乐
园，以至于成为令人谈虎色变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
“炒矿团”乃至于炒蒜团和炒豆团，他们几乎都成功地抬高
这些价格，最后出货。可是，当这一切都不能炒时，他们转向
了“金钱”，于是金钱本身成为最后的游戏筹码，资金的价格
开始变得昂贵无比。

温州模式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缩影，作为中国经济的先
行者，它的演变解释了产业薄利、到地产泡沫、最后到金融
垄断，这个过程中，资本朝着利润最丰厚的地方前进，看清
了温州模式，也就看清了中国模式。

温家宝总理派人来温州调查了一段时间，掌握很多情
况。去年10月4日，温家宝总理刚下飞机就到浙江温州百先
得服饰有限公司和大家座谈，寻求破解小企业发展困境的
思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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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费主导 2012
2012年大消费市场将呈现“传统消费高端化与品牌化
升级将夯实消费基础”、“健康普及服务将通过日常化
与制度化成为新的增长点”、“新兴消费的科技化与休
闲化将在规范化下获得新快速井喷”三点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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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电子，在牢牢占据全球液晶显示面板、全球液
晶电视、全球电视显示器等多个领域市场份额首位
背后，还存在以“价格垄断”等不正当手段，侵害全
球位于下游产业中产品制造商、购买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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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过后，双汇集团不仅奇迹般屹立不倒，其生产销
售还出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双汇凭着过硬的综合实
力度过了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做到了浴火重生、凤凰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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