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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

近日，有关部门发布 2017
年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状况
的公告。数据显示，在当年对
164 种 20192 批次产品开展的
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批次合
格率为 91.5%，连续 4 年稳定在
90%以上的“高位”。同时，电商
平台的商品质量不合格产品检
出率为 25%，商品质量明显低
于抽查平均水平。

“一高一低”两个数据，为
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
独特视角。一方面，近年来整
体产品批次合格率保持在高

位，表明我国产品总体质量水
平“稳中有进”。高质量产品既
是消费者的需求所在，也正逐
渐成为企业生产的自觉追求。
另一方面，代表新消费方向的
电商平台“低价低质”的痼疾仍
存，也提示我们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难以一蹴而就，推动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依然任
重道远。

产品质量一头连着消费环
节的“吃穿住用行”，一头连着
生产环节的产业布局、结构升
级。现实中，仍有人出国抢购
马桶盖、电饭煲的尴尬，也仍有

“中国能造原子弹，却造不好圆

珠笔芯”的问题。当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
凸显，尤其需要我们以提升产
品质量为抓手，促进产业迈向
中高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

提高产品质量是一个契
机，可以助推从数量型增长到
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新时代我
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从需求结构变化、消
费升级、技术积累、金融风险、
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看，保持
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在

这一背景下，高质量的产品才
会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才能
为企业赢得市场和收益。

从生产角度看，产品质量
的提升，势必对生产的技术设
备、质量管理技术方法、品牌知
名度、人力资源水平等提出更
高要求，这有助于倒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
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的
提质升级。从消费角度看，随
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
的不断升级与多元化已是大势
所趋，公众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也水涨船高。在价格水平差距
不大的情况下，产品质量的高

低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
策，关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与文化需求的满足，更关系到
内需潜力能否被有效释放。

此外，产品质量也是提升
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实现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
变的关键。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革命方兴未艾，国际分工体
系正在调整，全球产业价值链
面临深度重塑。这就需要牢
牢 抓 住 产 品 质 量 这 个“ 牛 鼻
子”，坚持走以质取胜之路，最
终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
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的综合
竞争力。

抓住产品质量这个“牛鼻子”

□光明

据媒体报道，2017 年，在“房住
不炒”总基调下，全国商品房成交量
增速有所放缓，但上市房企销售规
模再创新高。1月9日，中原地产研
究中心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有 31 家上市房企已公布 2017 年销
售业绩，这些企业全年销售额合计
高 达 33758 亿 元 ，相 比 2016 年 的
21908 亿元上涨幅度达到 54%。而
近期，资本市场上房地产板块更是
集体爆发。近 7 个交易日，多个龙
头股股价上涨超 10%，特别是内房
股上涨强劲，龙头股股价甚至创出
新高。

这令人咋舌的楼市景观，在“严
控”的主基调里，在全国各大城市限
购层层加码、住宅成交同比下降、房
地产市场遇冷等利空消息围绕下，
大型房企的辉煌业绩确属一抹亮
色。但事实上，却也并非不可理

解。据近期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2017年全国 300个城市土地市场成
交数据显示，全年 300 个城市土地
出让金收入总额为 40123 亿元，同
比增加 36%。在这一大背景下，房
企销售上涨也在情理之中。

上市企业业绩喜人，理当欣慰，
然而地产企业的业绩却总是让人五
味杂陈。房地产在国民经济的占比
过高，挤压民生、制造泡沫、造成投
资脱实向虚，已成为社会共识。因
而当地产企业业绩出彩，既反映了
企业经营的良好状态，也在某种层
面动摇了限购之下对房地产市场预
测的心理预期。

不过平心而论，地产企业这一
销售数字也符合十几年来公众与房
地产反复博弈而得出的认知：房地
产具有非同一般的韧性。无论是房
地产在 GDP中的占比，与土地财政
的勾连，对建筑业等其他产业的黏
附，都注定了房地产业发展轨迹必

然要置于实用主义的框架之内，始
终在诱惑与风险中寻找平衡。因
此，也就不难理解舆论场上为何会
出现“房市遇冷”与“房企大赚”的反
复拉锯，近期兰州、南京、厦门等地
调控政策的微调，也再证这一循环
如宿命般的重复。

房地产如今已经构成诸多经济
议题与民生话题的元问题，上至经
济转型，下至中产焦虑，均可找出嵌
入房地产的草蛇灰线。中国发展至
今日，居民收入获得了大幅度的提
升，但同时又在增长更加迅猛的房
价面前遭遇困境，因此，不可小觑房
地产及土地财政对财富的吸纳能
力。近期多部门强调房地产调控不
会放松，这为 2018 年的房地产市场
定了基调。同时，过去十几年房地
产市场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能
否打破这一路径依赖，在当前土地
出让金和房企销售双双上涨的语境
下，仍然任重道远。

31家上市房企销售涨54%
再证房地产韧性

坦承：我也投过游戏币

@黑汪黑汪我是白喵喵喵
喵：笑死我了，投山楂片的你给
我站出来，我给你颁个奖。

@烟台同南实业有限公司：
竟然还有投巧克力的，难道不是
巧克力更贵一些吗？

@联络丶：小时候我也投过
游戏币冒充人民币。

@月亮在水中行走：有一回
我坐公交车，有位大妈上车投了
币，司机大叔语气平淡地说了
句：“还要再投一块八。”我们这
儿的公交车全程两元。

批评：“投无效币”没素质

@非礼狼的小兔：一块钱的
诚信都不给自己留，估计也成不
了什么气候。

@美人一笑褰珠箔：这素质
也只能坐公交车了。

@纯情小分队Mr：一块钱
不舍得花，咋创事业咋当家？

辩解：其实是没有零钱

@Kikooo 杰：想起上学坐
公交车时只有五块零钱忍痛丢
进去的心酸。

@SUNsFEN：记得和朋友
出去玩，想坐公交车，可是浑身
上下只有一块九毛零钱，我们俩
要两块钱，我们硬是没敢上公交
车，打车走的。

@阙上眉头：我有一次实在
没零钱，周围也没法换钱，正好
有刚从香港玩回来没用完的港
币，就投了港币。

建议：普及电子支付

@博剑 aiai：跟 素 质 没 关
系，跟公交车收费管理有关系。

@林奶奶的微博_：早点实
行电子刷票吧！手机哔一下就
能付钱的那种，方便又防伪。

@LeijunERIC：推广刷卡，
扫支付宝、微信及闪付。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向公交车投无效币
只是素质问题吗？

□吉哲鹏

头发被冰花覆盖，像顶着
一丛雾凇，脸庞被冻得通红，眼
神中却透着乐观调皮。这两
天，一张“冰花男孩”的照片传
遍了朋友圈，一番“萌萌哒”的
嬉笑之后，许多人内心翻腾起
辛酸和挣扎。

在“冰花男孩”走红的当
天，云南省发布了寒潮蓝色预
警。从小男孩所在的昭通市鲁
甸县转山包小学提供的照片上
看到，学校的大门、校园里的树
木上都结满了冰花，教室里有
孩子双手满是冻疮，一只小胳
膊的下面是一张99分的数学
试卷。

刺眼的冰花和鲜红的 99
分，不只是寒冬里一碗励志的
鸡汤，它将许多坐在空调房里
给朋友圈点赞之人的牵挂，系
向遥远的贫寒地区。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

困地区求学孩子的写照，折射
的是一个大问题。在转山包小
学，他并不是该校学生走路上
学距离最远的一个，距学校最
远的学生要早上五点半起床，
步行3小时山路上学。而在地
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昭通市，113万余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就有小学生 13.87 万
人，占在校生总数近47%。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
苦孩子。面对“冰花男孩”，当地
有位教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回首当年石径远，天寒地冻与
君同”。这说明寒冬求学的艰辛
是一个老问题。多年来，一副温
暖的手套、一间暖和的教室，成
为一拨拨孩子的渴望。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老问
题最怕“见惯不怪”。我们期待，
在脱贫攻坚中，不能止步于让贫
困孩子们“有学上”，还要“上好
学”。孩子们是社会中最柔弱的
群体，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爱护。

让“冰花男孩”先暖起来

“产品质
量一头连着
消 费 环 节

“ 吃 穿 住 用
行”，一头连
着生产环节
的 产 业 布
局 、结 构 升
级。

无论是房地产在GDP中的占比，与土地财政的勾连，对建筑业等其他产业的黏附，都注定
了房地产业发展轨迹必然要置于实用主义的框架之内，始终在诱惑与风险中寻找平衡。

近日，四川遂宁公交公司员
工在做清点时，从一堆零钱中发
现了各种各样的无效币，包括游

戏币、巧克力、山楂片……工作
人员称，公司每年要收到价值约
15万元的无效币。

@微言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