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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消费券，释放温情，
拉动热情
3 月 26 日起，杭州分步向在杭人员发放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产，
带动就业和消费，
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16.8 亿元消费券。嘉兴首轮消费券也于 3 月

表面上，消费券是每个人几十块钱的实

30 日起陆续投放。绍兴市 4 月 3 日起也将向

惠，但民众的消费热情，对商家尤其是小商

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民生负担
较重的群体给予补贴，不仅有助于稳定消费，
也可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度过难关。

市场投放 1.8 亿元消费券。之前，江苏、辽宁、

户、私营企业是大大的拉动。来自杭州市商

杭州这次发放的消费券，就考虑将较大

消费券将激发人们的消费热

安徽等地一些城市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消费

务局的信息，27 日早上 8 点开放申领杭州消

比例的消费券定向发放给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情和商家的复产热情，鼓励

券。消费券话题成为网络热搜，微博等平台

费 券 ，截 至 29 日 下 午 4 点 ，兑 付 政 府 补 贴

中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弥补他们因收入下降

大家打赢疫情中的经济战。

的消费券使用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

2983 万元，已带动杭州市场消费 4.53 亿元。

带来的损失。虽然这些消费券的补助并不能

网民给
“消费券”政策打出好评。此外，苏宁、

很多商场和商家推出的叠加优惠政策，让消

完全满足生活所需，但在心理层面上却给了

国美、美团等企业也推出了企业版消费券，规

费热情进一步高涨。

人们莫大安慰，从而稳定了他们对于未来生

模从数千万元到数亿元不等。

消费券是一个非常规的短期刺激手段，

活的信心：
疫情终将被人们打败，在消费提振

消费券实际上并非新事物，早已有较为

要保证中长期消费，
需要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正

的推动下，
社会终究回到正常运转的状态，到

成熟的发行经验，
也取得过较好的效果。消费

常化。而消费券带来的作用，
除了实打实的优

时每一个民众的生活会回归到安宁的烟火气

对 GDP 的贡献高达 57.8%，按照经济理论，消

惠，
更多是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强大暗示。

中，经济社会也终将回复正常。

费券有
“乘数效应”
，
意即通过产业关联和区域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国民经济造成

关联对周围地区发生示范、
组织、
带动作用，
以

不小的影响，发放消费券也可视为对广大群

“意在四两拨千斤，不能简单算总量”。消费

有位业内人士说得很到位，
发放消费券，

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的方式，
使国民收入增

众积极支持与配合政府防疫抗疫工作的奖励

券将激发人们的消费热情和商家的复产热

加，导致总需求成倍扩大，
从而促进企业再生

与安抚，彰显着社会的浓浓温情。特别是对

情，鼓励大家打赢疫情中的经济战。

助农，
拓展思路才能危中遇机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在省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面对困难，只要各方齐心协
力、拓展思路，寻求转变，危
机中也会有机遇。

此后，针对鲜笋的滞销问题，省林业局、

力，
帮助农民找到
“新销售”
模式卖笋。

政协委员和林业专家的助力之下，
余杭区径山

国家林草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主动对接联系

如今是一个
“酒香也怕巷子深”
的时代，
商

镇的优质鲜笋不仅走进了超市、
电商，还摆进

世纪联华、云集电商、檬果科技、中石化碧辟

品再好，
如果少了吆喝，
也无法引起大家的关

了加油站，
一举改变了因为疫情影响而出现的

等企业，
探索构建了鲜笋
“进超市、进加油站、

注，
恐怕只有待字闺中的命。对于许多地方的

滞销困境。

进社区电商”的“新销售”体系，实现鲜笋从

农副产品来说也是如此，
它们不缺技术也不却

受疫情影响，往年能卖好价钱的鲜笋出
现了滞销，
大量鲜笋积压在产地，导致价格暴

“田间地头”直达“厨房桌头”，解决了鲜笋的
销售难题。

品质，
缺的只是一个销售渠道。
比如，此前媒体报道过的衢州碰柑便是

跌。由于价格下行的连锁效应，
笋农宁愿竹笋

可以说，
此次
“助农”
行动不仅解决了笋农

烂在地里，也不愿意去采收。如果不适时售

困难时期的“钱袋子”，同时开拓了笋农的思

错，但由于长久以来主要依靠传统销售渠道，

出，最后只能烂在了林间地头，一年白忙活不

路、激发了笋农的积极性，
从而保障了径山的

在此次疫情中也出现了滞销的情况。后来，
通

说，还得贴钱。此外，如果大量早期鲜笋滞留

竹笋种植的可持续、
健康的发展。

过多种渠道的搭建，
包括加油站、
网络电商等，

在原地，
继续生长、
消耗有效养分，
挤占地下空

思路决定出路。疫情来袭，确实给很多

间，影响后续竹笋的萌发、
留养、
成竹，对竹林

行业很多人造成了困境，
带来了困难。但危机

系统产生退化、衰败等不良影响，使次年竹笋

危机，危中有机，关键还在于要有积极的心态

的品质下滑，
影响销售。

和灵活多变的思路转变。

这事引起了省政协常委、省林业局一级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路。

如此。衢州的碰柑无论品质还是口碑都很不

甚至市长亲自当起
“带货主播”
推销，
衢州碰柑
才走出了销售困境。
所以，
时代在变，
思路要随之而变，
助农方
法也得变。
疫情就像是放大镜，将平时不易察觉的

巡视员吴鸿的关注，
他马上组织省林业局、国

在特殊的困难前，
政协委员、有关部门及行业

问题暴露出来，但也让我们明白一点：
面对困

家林草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的专家团队多次

专家等多方协调联动，找资源、搭平台，给政

难，只要各方齐心协力、
拓展思路，寻求转变，

实地调研，
协助笋农助销。

策、想办法，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尽最大努

危机中也会有机遇。

文明祭扫，
更要健康祭扫
3 月 28 日，清明祭扫迎来首个高峰日。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兴东

祭扫。有的疫情形势已经缓解的地区，群众

作成果。

受疫情影响，各墓地都实行了预约扫墓的措

可间隔奔赴墓地祭扫；一些公墓管理方也可

再过几天就要到祭扫高峰了，我们呼唤

施，实现了对祭扫人员的分流。

以实施预约扫墓的措施，限流限行。祭扫不

健康祭扫，希望这种祭扫新风俗能为大家所

盲目扎堆，每个人的健康更有保障。

接受。这既是对所有人的健康负责，也是用

这个清明节，祭扫讲究因时制宜。过

只要诚心诚意，有没有成群

去 ，人 们 扫 墓 时 ，都 会 结 伴 而 行 ，带 上 祭

疫情当前，健康祭扫是对逝者更加庄严

实际行动来支持那些在防疫抗疫一线奋战

扎堆扫墓并不重要，重要的

品，表达哀思。今年清明节，遇上了特殊的

的 哀 悼 。 这 个 清 明 节 ，你 不 去 墓 地 、殡 仪

的勇士。正是有他们的向死而生，才换来了

是心中常念着亲人。

疫情防控时期，祭扫并不适合如往年一样

馆、骨灰堂祭扫，在家寄托哀思，在道德上

我们的岁月静好。

扎堆而上。

并不比任何人低一等。选择预约扫墓、错峰

从疫情防控形势来看，目前国内疫情

扫墓，不跟随大家盲目扎堆，也同样是对祖

防控局势仍处于“坚持严防严控丝毫不可松

先们的一种尊敬。毕竟，我国本土新增病例

懈”阶段，
“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是一场

多地多日虽已清零，但境外输入病例仍不断

持久战。因此，清明祭扫，我们除了在坚持

增加。

已有的文明祭扫新风俗外，更要增添健康祭

在严峻的防疫形势下，换一种方式哀

扫的自觉。换言之，清明节哀思要表达，但

悼，并不影响人们的心意。只要诚心诚意，

防疫不能懈怠。

有没有成群扎堆扫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比如有的疫情防控相对紧张地区，群众

心中常念着亲人。健康祭扫，也是向那些

小时新闻 APP

可以参与“网上祭扫通道”，足不出户，也能

防疫抗疫中的牺牲者致敬，珍惜他们的工

时评栏目

扫一扫，一起来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