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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货
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
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
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
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
级”。其中，“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的说法引
发广泛关注。专家指出，在经济增长由消费
引领的今天，产业消费“双升级”是进一步畅
通经济循环的需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从
供需双方发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也将进一步
激活企业作为市场和创新主体的角色，发挥
政府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的作用。

统筹利用市场优势

怎么理解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提出产业消费‘双升级’是为了进一

步畅通经济循环。当前经济增长由消费引
领，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创造了新的增长
点，但是供给方面还存在短板。”中国贸促
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向本报
记者分析。

今年前 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37万亿元，同比增长 8.0%。前三季度，消
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达60.5%。一方面，消费
作为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用凸显，但另
一方面，消费需求与国内供给之间的不平
衡也尤为突出。

“在经济由追赶型向创新型转变阶段，
立足国内消费市场引领产业发展是不二法
门。”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
董超向本报记者分析，当前产业发展与国
内消费升级需求匹配度偏低，如消费品技
术研发投资不足导致“大消费产业”发展

滞后，国内消费市场供需脱节；基础设施和
部分重化工领域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国内投
资效益和市场运行效率下降等。因此，需
要立足国内消费需求统筹产业发展，下好
在动荡世界中谋取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

在董超看来，中国立足国内市场促进
产业升级具备发展基础。一方面，中国拥
有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目前总消费规模
位居世界第二，消费增量位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拥有数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消费的选择性、灵活性强，后劲足、
潜力大。

“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既有利于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统筹
利用市场优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有
利于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促进人
民生活更加美好。”董超说。

供需双方协调推进

那么，“双升级”如何实现？
——供需双方协调推进。
赵萍说，实现“双升级”，从消费方面

看，需要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消费制度环
境，让消费新亮点不断涌现，进一步发挥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但仅有消费升级还不
够，供给短板不仅会制约消费升级的趋势，
还会让升级速度趋缓，因此需要供给层面的
同步升级。从供给方面看，需要瞄准消费的

新趋势，通过产业创新发展补齐短板，既带
动产业升级，也助推消费升级发展。

“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是互相支撑、互
为前提的。”赵萍说，“双升级”的提出意
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下，中国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供需双方协调推进。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齐发力。
在赵萍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

明确，将会有一揽子政策实施，致力营造
良好的环境。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减税降
费、完善基础设施环境等，为产业和消费
升级发展创造必备的条件；货币政策方
面，通过融资等金融服务，给与产业发展
必要的资金支持。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已累
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累计为 18.74 万亿元，在为企业减负、
满足资金需求方面，政策效应正不断显现。

发挥企业主体角色

实现“双升级”，还要发挥不同主体的
作用。

“作为市场和创新的主体，企业也是促
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的主角。”赵萍
说，在实践中，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
变化调整商品和服务投资，瞄准市场短
板，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从而增强供给能
力，推动产业升级不断实现，新旧动能加

速转换。
专家分析，当前企业在推动“双升

级”过程中面临营商环境改善等诸多利好
条件。今年以来，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
化，如针对外资企业出台 《外商投资法》，
发布 2019年版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打造透明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针对全国
市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9 年版）》
正式发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为
企业创新创造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与此同时，政府在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专家指出，政府
应着力建章立制，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
环境，在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进一步
激活市场供给的灵活性优势等。

董超认为，未来政府在财政、税收、
金融、土地等政策上可向育幼、教育、养
老、体育等居民需求旺盛的服务行业倾
斜，加大对相关公益性基础设施投入。要
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
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题图：近年来，重庆市綦江区实施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智能制造为方向，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图为在綦江区桥河工业园区的华
芯智造微电子 （重庆） 股份有限公司超净
化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作业。

王京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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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3日电（记者徐
佩玉） 日前，由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
主办的“第五届社会养老创新发展论
坛”在京召开。本次论坛以“创新社
会养老·建设幸福社会”为主题，围
绕新形势下社会养老模式的实践思
考、养老事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养
老服务体系的创新与优化、养老服务
产业的挖掘与发展、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的措施和建议、科技创新在养老体
系中的普及与应用、养老事业与健康
中国建设、养老服务消费新特点等热
点问题进行交流。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

陈宗兴在会上表示，科技创新应当为
人口老龄化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智
能养老是现代科技与传统产业的创新
融合，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将
成为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
新兴产业。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尹成杰表示，要把人口老龄
化和社会养老问题统筹解决，人口老
龄化是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前提条
件，发展社会养老与人口老龄化的关
系是正相关的关系，应该根据人口老
龄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应对老龄化发
展的社会养老规划。

社会养老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北京12月 23日电 （程霞）
由中国石油学会等单位主办的“2019
中国石油石化科技与装备创新发展技
术交流会暨展示会”日前在北京召
开。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同分享
了近年来石油石化科技与装备创新
进展、石油石化新理论与技术新成
果，同时深度研讨新形势下带来的
技术复杂、难度大、成本上升等新
挑战，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石
油石化技术水平。

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于明祥表示，面对当前国际能源严峻
形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
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显得尤为必要
和紧迫。未来，相关企业应进一步充
分利用和调用各自创新资源，支持科
技创新战略，加大油气勘探开发的力
度，着力突破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
工、油气储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工程技术和装备的技术升级，最
终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石油石化科技创新受关注

岁末的西冯村俨然一座绿色高尔夫球场，
入村一打听才知道，西冯村村民以种草为产
业，靠 3500 亩草坪走上了致富路，全村 2100
多人不再外出打工了。“回乡干农业”成为江苏
镇江乡村居民的新风潮。5年来，镇江农民靠高
效农业富了，乡村的幸福生活画卷已经绘就。

“种草致富”村民有劲头

一辆载重32吨的大货车停在西冯村村口牌
楼边，村民夏学根驾驶三轮电动车在运送草
坪，3位村民在货车上装车。这一车草坪已经
通过电商平台卖给了 2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安吉
县房产公司做社区绿化。促成这桩生意的正是
村里的草坪经纪人陈文军，陈文军10年前还在
深圳上班，后来回村帮乡亲卖草坪，通过电商
平台每年有 700多万元人民币的营业额，草坪
最远已经销到了新加坡。

岁末的江南天气冷了，但西冯村的草场上
还是热火朝天——村民铲草皮、扎草捆、运草
坪，有条不紊。陈文军介绍，村民出工一天能
有400元人民币的收入。

62岁的党总支书记李治顺是西冯村的领头
人，说起村子很自豪：“种草坪村里环境好，
城里的孩子周末都来村里草坪上打滚呢！”10
几年前，村子到镇里只有一条泥泞的土路，
80%的土地是丘陵坡地，不适合种植粮食作
物，农民一年收入寥寥，劳动力外出打工。自
从发展草坪种植业，村里人不再背井离乡外出
打工。村里家家盖别墅、户户有汽车。

“世外桃源”日子有过头

农场主叶明兰的四季春农业园坐落在长江
中的江心岛世业镇，农业园中客人一波接着一
波，叶明兰脱下外套、捋起袖子推介园中的草

莓。这季草莓刚刚成熟，60元人民币一斤。叶
明兰的农场 2013 年只有 6 亩，现扩大到 110
亩，除了草莓，还种植了桃、梨、枇杷、葡萄
等水果。果园一年四季吸引游客采摘，上海、
河南的游客都不算远的，还有台湾客人慕名而
来。她说，农场还解决了村里18位村民的就业

问题。
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吴立

成是世业镇考出去的大学生，3年前回到镇里
建起了“江岛果园”，15亩园子种下 1400棵无
花果树，年产量 4万多斤。一半的无花果靠游
客采摘，另一半的无花果通过电商平台网店销
售，海南、黑龙江都有他的回头客。

在世业镇，即使不创业，日子也过得很舒
心。岛上环境让外来人称赞不绝，红瓦白墙、
树木清翠、河水清澈。80岁老人洪家勇沿着河
堤造起两层小洋楼。老两口和儿子、儿媳住在
200 多平方米的楼房，洪家勇有退休金，小两
口还在镇里上班。老两口在院子里种了13种蔬
菜，养了30多只鸡，蔬菜鸡蛋还分给在外的孩
子们吃。

“诗和远方”发展有奔头

大学生村官汪厚俊细数了他 100 多亩农场
里的财富——8000 只鸡、500 只鹅、100 只鸭、
100 只羊，甜柿树 2000 棵、碧根果树 400 棵、
桃树 400棵。汪厚俊的农场在戴庄，戴庄是镇
江的偏远山村，更是一种致富模式。戴庄地处
茅山丘陵腹地，从前是有名的贫困村。10多年
前，“时代楷模”、镇江市农科所老所长赵亚夫
等农业科技人员志愿来到这里，指导农民发展
特色有机农业，为这个经济欠发达的山村辟出
了一条“以农富农”路子。

杜富海和他的父亲，是村里的种桃大户，
桃园占地面积 120 亩，年产量能达到 5 万斤。
2005年，在外打工的杜富海回到家乡，如今桃
园已带动全村20户人家致富。

在镇江，农村是农村居民的世外桃源，也
是城里人的旅游景区。村民的乡村生活有诗情
画意，更有发展远景。

镇 江 村 里 的 幸 福 生 活
本报记者 王丕屹

镇 江 村 里 的 幸 福 生 活
本报记者 王丕屹

西冯村村民把草坪装车。 付勇超摄

叶明兰向游客推介自家草莓。 付勇超摄

年关将近，江苏省灌南县组织纪检、临港产业区管委会等部门开展
“进工地、解难题”活动，重点整治拖欠工资、欠缴保险等群众关心的问
题，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图为灌南县工作人员在海中洲船业有限公司了
解相关情况。 邹婷婷 于绪东摄

产业消费产业消费““双升级双升级”，”，畅通经济大循环畅通经济大循环
本报记者 李 婕

12月 23日，安
徽省重点工程建筑
行业首届农民工技
能 竞 赛 在 合 肥 举
行，来自全省建筑
行业的电焊工、钢
筋工在各自项目上
各展绝活、比拼技
能。图为参赛工人在
钢筋工项目中比拼。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工
匠
赛
技
能

本报北京12月 23日电 （陈到）
“2019中国品牌强国盛典”活动日前
在北京举行。君乐宝乳业集团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中国中车、茅台集团等
各行业领军品牌一同入选品牌强国盛
典榜样100品牌，并与大疆创新、京东、
抖音等共同入选年度十大新锐品牌。

“2019 中国品牌强国盛典”活动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以“中国
品牌闪耀时”为主题，齐聚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同时，由总台领

导、协会专家、国家智库成员、经济
文化界等权威人士组成推举委员会，
从全国各行业中严选出榜样品牌，全
面展示中国品牌在 70 年的强国之路
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展示中国品
牌的实力与精神，启迪中国品牌强国
之路。

在盛典现场，君乐宝乳业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魏立华分享了君乐宝等国
产奶粉从信心低谷到品质高地、再到
销量领先的发展历程。

君乐宝获年度十大新锐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