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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凤发 媒体人

11 月初，湖南耒阳市出现了 35 元一斤

的猪肉（即 1 公斤 70 元）。自 2018 年 8 月，

我国发现首例猪瘟疫情，在短短的一年时

间，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各地。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最后让老百姓恐慌的不是猪瘟本

身，而是持续暴涨的猪肉价格！

此番猪肉价格上涨，影响的不仅仅是老

百姓和损失惨重的养殖户，许多猪肉制品相

关产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早餐店里的肉

包子、肉饺子和排骨粉纷纷涨价，有些老板

觉得没有利润已经不做了。猪肉涨价还带动

其他食品一同涨价，经常进菜市场的老唐告

诉笔者，“最近豆腐都涨了五毛”。

有关专业人士指出，猪肉价格上涨带动

的食品涨价，除了有一定的供需关系影响

外，更重要的是有大量避险资金的涌入。

因为市场规律就是这样，不管你食品如

何上涨，老百姓总归要吃的。而资本具有天

生的风险厌恶性和逐利性，它们偏偏在“猪

肉涨价”时进入食品类，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吗？说得直白一点，现在的猪肉所引起的食

品类价格全面上涨，其实和通货膨胀或通货

紧缩都没关系，而是有资本投机的“黑手”！

大家应该对炒房还记忆犹新吧，一些城市的

房价虚高就是资本投机的结果。如果政府不

出手打击资本投机，就有可能让老百姓付出

昂贵生活成本，甚至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

苗头，值得警惕！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按照郑永年教授

的说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000 美元左右）后，可

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逐

渐成为发达经济体；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

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

徘徊不前。一般来说，如果是后一种结果，人

们称这个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据统计，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

过 4 亿人。虽然数字看起来庞大，但这 4 亿

人中，大部分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不然也

不会铢锱必较这“猪肉涨价”了。另外，有一

组数据说明，他们身上都背负着巨额的房

贷。2010 年，全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才 6 万

多亿，而到 2018 年底，已经超过了 20 万亿，

八年里增长了三倍多。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压

力可想而知。

正如厉以宁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说的，因为

中国贫富悬殊还没有完全解决，大部分人对通

胀承受能力都非常小。甚至在上海、广州等大

城市，只要通胀稍微起来，那么他们的生活压

力就会不成比例地大起来。

贫富悬殊不解决，猪肉涨价之类的通胀就

有可能使中等收入群体掉入“陷阱”，因为他们

本身就很脆弱，根本抗不起风险。

不妨扯远一点，美国如果通胀，可以通

过美元向全世界“放水”，让全世界人民一起

承担通胀的后果。但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因

为人民币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主要是国内

在使用，所以，通胀压力也会集中在国内。由

此可见，今后人民币“全球化”应该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

当然，笔者对政府的调控能力还是蛮有

信心，绝不可能仅仅因为“猪肉涨价”，就悲

观地认为中国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毕竟我

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突破，中国的经济

再也不可能倒退回上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

现在的经济具有抗一切风险的韧性。一个又

一个好政策正按着老百姓的期盼在落地。让

大家吃得起猪肉应该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事情。

郑永年教授在《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

入陷阱”》一文中指出，“要逃避‘中等收入陷

阱’、把经济提升为发达水平，政府不妨下沉

到企业个体层面，看看企业需要什么？看看

国家是否能够为企业做些有益的事情？看看

国家不应当对企业做些什么？观察思考清楚

了，自然会出现有效的政策，‘中等收入陷

阱’也会自动消失”。

刚刚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更好发展具有的重大意义。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会使

政府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提升营商环境，

这些都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武器！

平台经济
何妨少些龃龉
多些“远方”
姻 邓海建 媒体人

随着双 11 网购节的促销大战自 10 月

底起打响，最近这段时间，北京、上海两地

的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并联合地方相关监管

机构，相继约谈了一批重要电商企业，号召

电商们双 11 期间好好做生意，诚信对客

户，落实市场监管有关要求，规范促销行

为。渊11月 6日新快报冤
空气中弥漫着“剁手指南”的味道，剑

拔弩张的双 11 到了。

群雄逐鹿、硝烟四起，双 11 当然不只

有忙着带货的小哥哥小姐姐，还有在规则

与秩序中焦头烂额的头部平台们。毕竟，

今年是《电商法》实施后的第一个双 11。

电商不仅要兼顾流量与质量，还要喝着市

场监管部门的“咖啡”。最热的一场戏，是

传说中的“二选一”。此前，京东起诉天猫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索赔 10 亿元。据称，

今年 9 月 12 日，京东向北京高院提出申

请，请求通知唯品会、拼多多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9 月 26 日，唯品会及拼多多在

同一日向北京高院递交申请，请求以第三

人身份加入诉讼。这也意味着，三大电商

联手，意图就“二选一”围殴天猫已成定

局。有人感喟，这是电商领域的“火星撞地

球”。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市场竞争

你死我活，当然不会如此诗意。何况，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 11 月 5 日刚刚在杭州召开

了“规范网络经营活动行政指导座谈会”，

明确表示将对各方反映强烈的“二选一”依

法开展反垄断调查。不过，即便“二选一”是

个绕不开的焦点议题，有两个背景恐怕不

能不提：一则，从当年的“3Q 大战”到今天

的“猫狗之争”，逝者如斯夫，风水轮转而

已。说得更直白一些，在电子商务竞争的断

代史上，这是头部平台或多或少都曾唱过

的大戏。差别的，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

的距离。二则，厘清“二选一”和强强联合的

性质之别，这是法律最须警惕的事情。尤其

是在网络舆论场，污名化很容易裹挟民意

而生成泡沫化的现实。孰真孰假，是板上钉

钉还是恶意炒作，需要的不是站队表态、而

是基于证据的审慎调查。

当然，市场越发达，竞争越惨烈。某种

意义上说，依法有序的竞争，恰恰是市场经

济的内生之力。吐口水是没有“远方”的、搞

手脚是难言“未来”的，尤其是专家学者、媒

体公众多存在认知差异的前提下，一切争

议归于法律和理性，才能真正让煽风点火

者“停止表演”。数字经济有数字经济的“脾

气”、平台经济有平台经济的“秉性”，市井

解读难以替代科学说法。联手围攻也好、绝

地反击也罢，对于市场和消费来说，激活和

赋能才是硬道理、裨益消费与拉动内需才

是硬道理。

再彪悍的大象，也经不起一群豺狼的

撕咬。再厉害的平台，也架不住人心散去的

市场投票。竞争对手当然永远也不可能“手

拉着手肩并着肩”，不过，多把心思花在商

业操作系统和市场生态构建之上，把双 11

购物狂欢节办成正大光明口碑美好的“新

式中国节”———这远比大家在暗处研究市

场的厚黑技艺更有意义。今天，“进博会”闪

耀着东方之光，中国头部电商平台的先生

们，何妨少些龃龉、多些担当，各自管好自

家的院子、聚力数字经济发展呢？

姻 默城 媒体人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11 月 5 日，蚂蚁

金服发起了《消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倡

议》，建议消费金融机构以保护消费者权

益和防范金融风险为重点，做到授信克

制、利率适当、数据安全、贷后管理文明、

持牌经营、独立风控、拒绝兜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2019 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

度为 6%，相较于前两个季度和往年同期

数据有所回落。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若

要提升经济的内生动力，还是要靠投资、

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

而其中最有效直接的还是消费。具

体来说，2019 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为 8.3%，最终消费支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5%，拉动经

济增长 3.8 个百分点，仍是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但就今天而言，消费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而要想进一步提升，则少不了消

费金融的助力。

消费金融的活水作用，在每年的双

11 里就能体现的淋漓尽致。就以今年为

例，据悉，双 11 期间，商家和消费者对消

费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明显。在双 11 前

期，就拿花呗来说，其商家服务中，40%是

咨询开通花呗问题，咨询量比平时增长

了一倍。花呗的数据显示，非双 11 期间，

商家开通花呗后，交易额平均提高 38%，

交易用户则增加 32%。从中我们不仅能

看出商家们的摩拳擦掌，更能看到消费

金融行业的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网商银行也发布了一份

贷款报告，其中显示，今年双 11，中小商

家贷款需求极为旺盛，仅网商银行与其

合作机构，累计放款金额就将达到 3000

亿元，同比增长 50%，中小商家认为贷款

可以有效促进自己的生意，70%商家认为

付 1 元利息可以换回 2 元利润。不仅如

此，线下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家贴出本店

支持花呗的店招，以吸引消费者。

种种现实倾向表明，消费金融的现

实需求越来越旺盛。这样的话，一方面是

在用数字金融来助力商家征战双 11，真

正实现让“商家没有难做的生意”的诉

求。而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体现

了内需的旺盛力，且消费金融的需求，最

后都会转化到了消费层面，实现带动“内

需”的现实价值。

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

用消费信贷的情况下，支持消费信贷的

一系列招数正中下怀。而且现在的消费

不仅仅停留在物质需求上，更有精神需

求，物质和精神消费的双重升级，构成了

当前的消费变革图景，其本质是内需和

消费的扩大化，消费金融的作用便更加

明显积极。

需要看到的是，消费金融行业的发展

还不够完善与规范，存在很多实际风险。现

实中，对消费信贷盲目使用的情况比比皆

是，形成了风险甚至是损失。因此，消费金

融行业的规范化十分必要，这不仅关系着

行业自身的发展，更关系着内需是否能良

性扩大，消费是否能理性提升。

为避免消费金融行业走偏，离不开

“行业自律”的加码。显然，相关社会平台

进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倡议，并形成公约，

是行业自律和约束的现实积极探索。其

有助于规范消费信贷，并从平台方的角

度积极主动降低风险，能为消费信贷更

合理地落于扩大内需和消费层面做保

障，这也是在为双 11 以及更长远的经济

发展保驾护航。

这样的倡议，不妨再多些，其发挥的

作用越大，内需的潜力就越容易爆发出

来，消费的力量才能真正彰显，经济发展

的现实希望，也更能显现出来。

防蓝光眼镜乱象
该管管了
姻 夏熊飞 编辑

被商家宣称为“护眼神器”的防蓝光眼镜火

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打开电子产品浏览时，

先在鼻子上架上一副防蓝光眼镜。然而，防蓝光眼

镜真的那么神吗？有专家表示，市面上的防蓝光眼

镜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对于青少年来说，不戴可

能还没什么危害，戴了反而有可能增加眼睛的负

担，还不如不戴。渊10月 31日叶北京日报曳冤
从电子产品普及之日起，辐射就成了广大用户

的“心腹大患”。之前是担心电视、冰箱、微波炉，现在

则开始变成了电脑、手机、pad 等，而有害物变成了

蓝光。于是乎在各大商家的联合炒作、鼓吹之下，防

蓝光眼镜大火热销，价格也从数百到上万元不等。

这些被商家宣传得神乎其神的防蓝光眼镜，

却在权威专家的研究及管理部门的检测之下露出

了马脚。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需要防护

的。445 纳米以下的蓝光，人眼视网膜的耐受很

低，需要进行有效防护。可多数电子产品蓝光辐

射能量基本都在 450 纳米到 470 纳米之间，避开

了人眼的最易损伤区，在正常使用的状况下，电

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基本不会对人眼造成蓝光危

害。所以说，在商家热炒下形成的戴防蓝光眼镜

使用电子产品观念，其实并无科学根据。

其次，在市场中销售的很多防蓝光眼镜压根

就不防蓝光。武汉市质监局曾经发布过一项检测

结果显示，在标识为“防蓝光眼镜”的 30 批次样品

中，竟然有一半没有防蓝光效果。不防蓝光，可蹭

上防蓝光的热度，价格却大大高出普通眼镜。在鱼

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市场下，商家赚得盆满钵满，

想追求健康的消费者却成了被收割的韭菜。

此外，有些防蓝光眼镜的确名副其实，对蓝光

的阻断率基本达到了 80％至 90％。可有一部分蓝

光能够对人体的生物钟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将

这部分蓝光也屏蔽对于人体不但没有好处，反而

还有坏处。

2017 年，中国防蓝光眼镜市场规模已达到

16.83 亿元，增长率高达 22.4%。可以说，防蓝光眼

镜市场体量已经非常之大，可无论是从销售价格、

产品质量、眼镜标准等各方面来看，可谓乱象丛

生，各方都将重点放在了如何让消费者爽快掏钱

上，但对于使用者的健康、正当权益等却没有足够

的重视，更有甚者是通过损害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来谋取不法收益。

对于防蓝光眼镜行业的乱象，有关部门必须

出来管管了，因为这不仅仅关系着消费者在金钱

方面的权益，更关乎着数亿国人的眼睛健康，绝非

等闲小事。而作为消费者也应提升鉴别能力，别做

了商家噱头之下的“冤大头”。与其担心蓝光伤害，

不如做到节制、合理使用电子产品，一边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一边花高价买防蓝光眼镜，如此“朋克

养生”纯属自欺欺人罢了。

姻 许贵元 评论员

据媒体报道，在一些城市的超市、农村

的超市和集贸市场上，一些声称少盐、营养、

健康、有机、无公害的“假包装”儿童食品，吸

引了许多不明真相的消费者纷纷购买。而这

些儿童食品与同类普通食品根本没有什么

差别，只是换上了新颖别致的包装而已，但

标价却翻了倍，有的甚至变成了“天价”儿童

食品，导致一些消费者情愿“挨宰”、上当受

骗。(11月 6日叶人民日报曳冤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家长们

在选择儿童食品时，一般都是不顾价格昂

贵、出手比较大方，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的需

要。一些商家尤其是农村个体经营者，正是

利用消费者这一心理，不择手段地在儿童食

品上大做文章。许多大型超市还专门设置了

儿童食品专区（专柜），出售标有“儿童”字样

的精装饮用水、面条、水饺、牛排、零食、调味

品等。这些儿童食品大都采用迷你、卡通等

“可爱型”包装，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有的

甚至“逼”着父母非买不可。

然而，这些“假包装”的儿童食品，不

但与同类普通食品无差异，而且还添加了

口感更好的添加剂、香精等；售价也比同

类普通儿童食品更高，甚至高出几倍。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的消化功

能是在出生后才逐渐发育完善的，即在不

同的阶段胃肠只能适应不同的食物，因此

儿童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价值都应该高

于同类普通食品，才能适应儿童的肠胃发

育和健康成长。目前，我国对 0 至 3 岁的

婴幼儿配方奶粉、米粉和泥类辅食制定了

监管标准，但对 3 岁以上儿童的食品，没

有针对性的监管标准。正是由于缺乏统一

的标准和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使得

一些唯利是图的商家有机可乘，导致儿童

食品市场监管不能“全方位”覆盖。

为确保儿童食品安全，让孩子们吃得

开心、放心，维护城乡消费者利益，应尽快

完善监管体系。一是针对儿童不同生长阶

段的营养需求，尽快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

标准，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条规，规范儿童

食品标签标识和广告宣传。二是加大监管

力度。食品安监、工商、公安等部门要实施

联合执法，深入食品生产企业、大中小超

市和农村“小作坊”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对

那些肆意非法生产和兜售伪劣假冒儿童

食品的企业、商家，要依法依规及时曝光

和严厉惩处，净化城乡儿童食品市场。三

是强化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

对举报者要给予必要的奖励。

■ 吴之如 文 / 画

《辽沈晚报》报道，从阜新市以几十

元至一千元不等价格购买的“蜗牛石”，

被一伙人重重包装，打造吹捧成了产自

西藏的珍稀佛教圣物“法螺天珠”，摇身

一变就价格上万元一颗。这伙骗子在全

国开了二十二家分公司进行销售，非法

集资达数亿元，最终造成受害人损失一

个多亿。主犯张天昊以集资诈骗罪被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西藏的“法螺天珠”被视为珍稀佛教

圣物，价值当然不菲。而阜新的“蜗牛石”则

无论价值还是价格，都无法与天珠相比。

骗子团伙以“石”充“珠”，刻意将“蜗牛石”

精心包装成“法螺天珠”，并在全国拉开了

一张铺天盖地的销售网，骗得“集资款”数

亿元，其罪恶当然令人天共愤，主犯被依法

严惩，理所当然。有道是：

“集资”诈术也多变，假冒天珠骗亿

元；暗伏陷阱隐圈套，初涉收藏须识奸。

还希望众多收藏爱好者们，能多学

点相关藏品知识，看清收藏市场中的诸

多作假和欺诈骗局，避免轻易上当受骗。

以清醒的头脑和清亮的眼光畅游收藏市

场，获得身心的愉悦，而不留下遗憾和烦

恼。

“猪肉涨价”与“中等收入陷阱”

别让“假包装”儿童食品蒙住眼睛

消费金融“行业自律”很有必要

戏画闲言

假冒天珠骗亿元

防蓝光眼镜市场体量已经非常之

大，可无论是从销售价格、产品质量、

眼镜标准等各方面来看，可谓乱象丛

生，各方都将重点放在了如何让消费

者爽快掏钱上，但对于使用者的健康、

正当权益等却没有足够的重视。

●成都赛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营业执 照正、副 本，注 册号：
510106000162741，遗失作废
●成都赛雅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6000162792，遗失作废
●成都飞大飞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6CRJ7P7E，遗失
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锦兴垣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 号 ：510108000042448） 经
公司股东决定注销公司。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相关债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

●高新区惠璐娅服饰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9600
085548 遗失作废
●成都信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101062000409 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川税字 4308334 号遗失作废
●武侯区莹雪农副产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0107MA 62PEXX44 遗失
作废
●成都弗莱睿思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公司，请公司
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五福桥东
路 229 号 32 栋 13 楼 15 号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2019 年 11 月 11 日

● 苏 和 景 ： 身 份 证 号 ：
511321200705146081 在 成 都 市
新都区运力路 197 号恒大御府
楼盘购买 7 栋 1 单元 3004 号
房，首期付款及定金收据（编号，
cdhdyf3086 金额 133267 元）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苏爱民：身份
证号码 512922197001286073 在
成都市新都区运力路 197 号恒
大御府楼盘购买 7 栋 1 单元
2904 号房首期付款及定金收据

（编 号 cdhdyf3085 金 额 133975
元）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保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6MA61RDJE7R ）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虾霸天下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CNQQN9G）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成都实朴创微饲料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672161229Y）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自贡市茂源环境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编号：5103025007983）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自贡市茂源环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编号：5103025029364）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德阳市新光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号：20512120）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润茂源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青龙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J6510039709101，
账 号 ：4402210009010034553）遗
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成都瑞达恒业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107MA6D03MK1
1）股东决定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捌佰万元减少至贰佰万元人民
币。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
按相关规定处理。

●四川五海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C98
MG0W）遗失作废。
●成都阿曼希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5597269271P）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华豆超市有限公司成
都第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
A62MGL15P）遗失作废。
●武侯区金马地电视墙太平园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10107600046219）遗失作废。
●金牛区英格锐商贸部（注册
号：510106602079902）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省中西南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5MA61UYGB77）营业执
照副本（9 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瑞鲲广告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9000333946）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
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域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
61UB9XXR）股东决定注销公
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武侯区新瑞恩江汽配经营部
（注册号：510107600860339）营业
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802197103260728）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华泽江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7MA664BGD3B）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省美驭蓝实业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8MA61RTYR2L，营 业
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黄琴，身份证号码：510921198
408131643 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瑞丰源金属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注册号 ：510100201040
6）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绿茶人家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4394090909A）股东会决议决定
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省德阳八角钢铁（集团）
公司经贸发展总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5106001800320）
及公章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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