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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国老龄办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超过四成的受

访老年人对"养老餐#表现出需求欲望!这个比例高居调查表

上所列养老服务项目之首$事实上!老年人的餐桌问题一直是

国内养老领域关注的重点! 餐饮也成为我国养老领域供给缺

口最大的服务项目之一$ 而随着养老餐饮服务需求者人数上

升!"养老餐%这一市场正在扩张!尤其是一些外卖平台加入其

中!开始在养老市场中发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 截至到
!"#$

年底!我

国
%&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
!'(

亿$ 如此庞大的人群基数!

显然存在很大商机$ 但是!要把"养老餐%盘活!到底还是需要

新办法$

有业内人士调查发现!外卖平台上的养老餐价格大致控

制在
#)

元&

#(

元之间! 事实上这个价格商户的利润空间不

大!再加上平台还要收取部分管理费用!使得经营养老餐的

商家很难盈利!这也使得想要把外卖养老餐做大做久难度不

小$ 甚至!有的餐饮企业或者商家!已经受盈利瓶颈所困!开

始放弃扩展相关服务的规模!甚至前期入局的也有撤离市场

的打算$

不过!老年人的刚需不是单一的餐饮!而是组合起来的多

种服务$ 相比养老餐盈利空间较小!但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的

盈利空间却很大$ 换而言之!一旦在(餐#外下功夫!比如把餐

饮变为打包服务中的一个选项!以提供送餐服务为主!同时为

老年人提供更多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甚至考虑把(居家照护#

(住院陪护#(关节康复#(偏瘫康复#等更多的居家养老服务设

计进去!从而形成合力之势!不仅可以盘活(养老餐#!还可能

挖到更多的富矿$

此外!由于(养老餐#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素!政府职

能部门也不能缺位$ 前不久!广州市出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改革创新试点方案*)长者助餐配餐服务指引*等文件!明确

要求在市中心城区步行
#&

分钟至
#(

分钟范围'外围城区
!&

分钟至
!(

分钟范围建设助餐配餐服务网络$ 同时!有业内专

家强调!外卖养老餐需要食药监'人社'卫计'交通等多部门合

力去规范'推动'运营!才能进一步壮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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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消费的是金钱!也是时

间$ 从三四十年前的伦敦'巴黎到纽约'

东京! 到今天的北上广深!"夜经济%是

经济社会繁荣的产物!是劳动者闲暇时

间增加的结果$ 依托现代劳动休息制

度!"夜经济%是休息日消费方式的纵深

化!不是"熬夜经济%$

"夜经济%'夜生活!从欧美日到中

国!都不是对工作不闻不问'对休息不

管不顾$ 各国"夜经济%高峰总体上与周

末'节假日高度重合$ 北京市支持"夜经

济%! 安排
#

号线
!

号线地铁延长运营

时间是周五工作日及周六休息日+上海

!&#*

年出台服务"夜经济%政策!也是要

求地铁周末'节假日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延长运营时间$ 因为围绕休息日"夜经

济%投入产出比最高$ 据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今年五一小长假延长一天!消费

潜力释放! 按可比口径国内接待人数'

旅游收入增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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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夜间

消费金额占比高达
)&+

! 可谓良宵经

济$ 因为周五周六'年节假日!休息者大

都可以尽情"嗨皮%$

"夜经济 %是经济繁荣发展 '休闲

时间增加的历史产物! 根本动力是科

学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生产力发

展$ 当生产线取代手工作坊!收割机取

代了镰刀!人们就有更多闲暇时间$

!&

世纪
*&

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

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

称为"收入&幸福悖论%$ 经济学家计

量分析休闲时间与产业效率相关性之

后!各国开始大力推动休假制度改革!

保护劳动者休息权利! 倒逼劳动效率

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

闲暇时间持续增加$

!&#,

年!我国法定

节假日
--(

天!占全年时间的
)-+

!一

年之中!三分之一时间!我们可以享受

夜生活 '体验夜文化 '拉动 "夜经济 %$

这是与传统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不同

的工作生活表! 既扩大了假日经济的

广度!也推动了假日生活的深度$ 向时

间深度要潜力!鼓励夜生活'拓展夜文

化'发展"夜经济%!是合乎社会经济发

展规律的$

夜生活讲个性!"夜经济%就一定要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各地不能胡子眉

毛一把抓!不分地段时段"大呼隆%!让

空空荡荡的公交驶过空空荡荡的子夜$

我国地域辽阔! 夏季华东酷暑难当!冬

季东北滴水成冰!需要完全不同的"夜

经济%发展举措$ 特别是我国民族地区

节日文化丰富多彩!面向开斋节'古尔

邦节' 藏历新年' 三月三等民族节日!

"夜经济%要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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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天津 '济南 '南京 '武

汉多地出台"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举

措 $ 今年以来 !各地 "夜经济 %量质齐

升!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近日!经北

京市政府同意! 由北京市商务局印发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

消费增长的措施*! 推出十三项具体举

措$到
!&!-

年底!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

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

"夜京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满足消

费需求$

城市"夜经济%!繁荣市场!拉动内

需 !丰富市民生活 !从宏观上说 !这个

举措对经济发展有利+从微观上说!对

充分发挥各地劳动力潜能有利$ 各地

的经济发展多了一条路!多了一种思维

方式$

说起 "夜经济%! 城市市民并不陌

生!在多年前!一些地方就有过夜经济!

但当时的夜经济完全等同于随意式的

吃喝大排档!文化含量甚少$ 大排档'路

边摊!占路经营影响交通秩序!而且垃

圾遍地卫生环境差!很大程度上"夜经

济%既是环境脏乱差的代名词!也是吃

喝消费的全部写照$

而此次多个城市提出的繁荣"夜经济%!

已今非昔比$ 从各城市提出的思路中可

以看出! 试点区域甚至具体到经营街道

已有了明确的划分! 并制定了相关卫生

和环保标准! 而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

随意经营!它强调了以秩序为前提$ 从这

个角度来说!繁荣"夜经济%已经与"创建

卫生城市% 有机相融在一起! 与以往的

"夜经济%相比!理念有本质区别$

而从更高层面来说!各城市提出的

繁荣"夜经济%理念中!其实繁荣文化也

是重要的题中之意$ 各城市都有着不同

的文化底蕴!吃喝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

特色体现!但吃喝并不是文化的唯一内

涵!更不是束缚"夜经济%的框子$ "夜经

济%其实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概念!但

文化底蕴应当是它不变的基因$

尤其是对于一些旅游城市来说!人

们感受它的文化温度并不是完全取决于

吃喝! 还要有与之历史传承相匹配的文

化消费项目! 这是人们尤其是国外来的

游客认知中国各城市之间最大不同的标

志所在$ 因此可以说!给繁荣"夜经济%注

入更多的文化消费内容! 既是对当地消

费和旅游消费的丰富和延展! 也是对各

城市自身文化底蕴和特色标志的加深烙

印$ 这样的"夜经济%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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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在机关工作的一位朋友说!单位里有一名同事!年纪轻

轻就思想消极'不思进取!干任何事情都把"不求无功'但求无

过%作为座右铭!还美其名曰"淡泊名利%$

何谓"淡泊名利%,笔者的理解是!有功不居!有利不占!有

名不张!扎扎实实地工作!勤勤恳恳地做事!默默奉献!无怨无

悔!这才叫淡泊名利$ 张富清就是这样的人!他曾经战功赫赫

却不居功自傲!退役后深藏功名!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默默无闻地做事$他的所作作为!虽淡泊!却明志+虽平

凡!却伟大$ 胡兆富也是这样的人!他
!%

次立功受奖!却隐功

藏勋六十多年! 如果不是常山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到社区

进行相关信息采集!他永远不会将自己的功绩拿出来炫耀$两

位老人功绩的光芒虽然隐藏了下来! 但他们人格的光芒却永

远闪耀$

还有一种人! 在至高荣誉面前能够保持谦让$ 著名科学

家'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

得者王大珩就是这样的人$ 鉴于他在中国光学上所作出的重

大贡献!有人曾称他为(中国光学之父%!他却谦虚地回复说-

(称我是中国光学的奠基人之一!我还能接受+称我是中国光

学之父!我不能接受%!面对荣誉谦逊地推让!同样是一种淡泊

名利的表现$

淡泊名利!是一种积极的处事态度!它作为'有为!却不

求(有位%!它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任何私心杂念都不与

它搭界$

不思进取!是一种消极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 表面上

看是(无欲%!实际上是无志'无能!它以(无所求%为借口!用

(无所谓%来做自我安慰!究其实!就是主观上不愿作为!结果

上无任何作为$ 这种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做派!会严

重影响周围人的精神面貌! 让我们的工作和事业停滞不前!

必须摒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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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离

岸和在岸价格均突破(

*

%这一整数关

口$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十二年来首

次突破(

*

%!这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波

动更有弹性的表现$ 宏观经济及外汇

市场运行等各方面情况表明!我国有

能力保持汇率的稳定$

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是市

场供需博弈的结果$ 市场化形成的汇

率必然有波动!正因如此!汇率的价

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

节的作用! 成为市场的 (晴雨表%和

(信号灯%$

过去十几年间!我国积极推动汇

率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市场供求在汇

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由此而

言!(

*

% 这样一个整数点位不应该被

视为(禁区%!而更应该视为早晚要打

破和丢掉的(枷锁%$

应当看到! 自
!&-$

年下半年以

来!受外部环境影响!人民币贬值预

期加大$ 此番人民币汇率突破(

*

%!受

到外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

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也

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真实

反映$

人民币汇率破 (

*

%并不可怕 !

我们完全有基础 '有信心 '有能力

保持外汇市场稳定运行 !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 $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稳定 !

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

步增强$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同比

增长
%')+

! 经济运行始终在合理区

间$ 其次!截至今年
%

月末!我国外

汇储备规模为
)--,!

亿美元!外汇储

备规模居全球第一位!而且各项外债

指标均在国际公认安全线以内!能够

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 第

三! 我国积极落实全方位对外开放

举措!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迸发出新

的前行动力! 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

稳定!财政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

可控$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

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所言!今年以

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

本流入增多! 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外

汇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经济金融稳

健运行!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保

持合理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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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等七部门近日下发通知! 决定于今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为期

.&

天的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通过源头

和过程的监管!能有效预防和解决欠薪行为!防止欠

薪在年底集中出现$

年终讨薪!已成为一个特定符号$谁来砸碎拖欠

员工工资的坚冰, 从
!&##

年明确(恶意欠薪入刑%!

到屡次有老板恶意欠薪获刑! 再到人社部在门户网

站开通(根治欠薪进行时%专栏!应该看到!这些年在

破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自上至下高度重视!全国各

地都在重点治理$

在有法可依的背景下! 讨薪的维权渠道日益增

多!但问题不时出现$因此不能将(年终讨薪%的锅完

全甩在制度设计上!一些地方对政策法规吃不透!对

政策文件落实不力才是问题根本$ 有的落实只在年

末发力!日常工作中没有提前预防'有效监管和严格

执法!导致维权成本增大!问题无法解决$ 因此根治

欠薪!不仅是要依靠法律维权!更重要的是预防$ 不

能仅靠年终发力!更在于日常监管$

(上医治未病%!冬病夏治是中医(未病先防%的

具体实践!同理!农民工讨薪虽集中在岁末!但问题

在平时就潜伏!没必要等到年终才去关注$ 根治欠

薪!要提前介入!做好清欠工作$ 规范建筑业劳动用

工制度!让企业平日不欠薪$ 坚持常抓不懈!预防和

解决日常的欠薪行为!实现平时不欠薪!才能避免

年底集中讨薪!彻底扭转年年整治年年重演的被动

局面$

确保(冬病夏治%疗效好!还需一套行之有效的制

度(亮剑%$ 加快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尽快制定出台工

资支付条例!变年终(一次性付款%为(按月发放%$ 相关

职能部门不能满足于年末突击发力! 而要将功夫下在

平时$ 畅通举报线索的渠道!进一步压缩欠薪者的生存

空间$ 加强对各类涉及使用农民工单位的日常检查!重

点检查建筑施工企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足额支

付工资等!对违规者督促整改$ 充分利用高科技进行技

防!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的经营与工资发放情况!在欠

薪问题发生前即介入!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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