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人士表示， 未来十
年， 家电后服务市场将迎来
全面发展。以维修为例，以单
次收费100元为标准，目前全
国家庭使用的家电远超10亿
台。 而每个家电在寿命期内
维修一次， 就将达到千亿的
市场规模。 而随着生活水平
提升， 家电销售还将呈现爆
发式增长， 家电维修市场规
模仍有巨大的掘金空间。

亿

虚拟经济“吸血”？ 实体经济给了机会

话题

今日评

格力造车、美的“双智”：中国制造业能突围吗？
据说

媒说 面孔

“双创”支持体系应走向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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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创作为国家战略的
今天， 国家有关创业辅导的相
关社会化支持和学校教育的专
业支持， 都应该走向专业化。”
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近日说。

自己是成功的创业者，近两
年又把部分精力投向了天使投
资，参加两会，俞敏洪委员免不了
要发声的是有关创业的话题。
“对于双创，政府工作报告说得最
多的，也是鼓励大企业、科研院所
和高校设立专业化的众创空间，
但我建议，在各方热火朝天推动
这项工作时，专业化极为重要。在

短短两年，在这股热风中创立的
公司有许多已倒闭，这就说明，创
业有很大风险，但舞台也很大。”

如何帮助有创业想法或者
有好想法想推向商业的创业者
做好充分的准备，俞敏洪建议，
高校应充分利用好外力，“有志
于创业的学生来到双创空间，
可以接受企业家面对面的个案
辅导。对于学生来说，好处是，
一来企业家都是有一线切身的
创业经验可以分享， 二来企业
家也可把资源与双创空间内的
创业公司进行对接。”

所谓虚拟经济，有各种说
法。金融业肯定算，有些人把房
地产等也算作虚拟经济。 不少
学者担忧“虚拟经济不为实体
经济服务”。尤其是，央行即便
搞了定向宽松来试图解决实体
经济的融资问题， 钱仍然“不
进”实体经济。一方面，虚拟经
济赚钱不少，另一方面，实体经
济不断叫苦，这就是所谓的“脱
实向虚”。

但实际上，经济“脱实向虚”
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世界上从不
曾存在两个截然分开的经济。

为什么会产生所谓的“脱
实向虚”？ 很常见的一种解释
是：实体经济不赚钱，所以人们
只好把钱投在金融领域、 房地
产等等。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
什么实体经济不赚钱，投资金融
领域、房地产就能赚钱？所以，以
“实体经济不赚钱”来解释“脱实
向虚”，并没抓住要点，还得搞清
虚拟经济赚钱的原因。

真正的理由是：“脱实向
虚”是宽松货币下，虚拟经济套
利实体经济的结果。

在宽松货币过程中， 资源
重新配置，生产结构发生变化，
就给了金融业巨大的套利空
间。比如大搞基金，占用了巨量
资源， 实体经济的日子就要难
过， 但实体企业不容易马上改
变投资方向， 而金融业调动资
金的速度要快得多， 可以套大
搞基建的利。所以，金融业相对
就很好过。

在生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的情况下， 未来收益相对稳定
的房地产受到追捧， 也就是自
然的事， 这也是房价持续高涨
的重要原因。 并不是虚拟经济
想推高房价， 而是实体经济的
变化， 自然地制造了房地产领
域的套利机会。

所以， 尽管学者们一再希
望新增货币进入实体经济，但
套利资金是跟着资源流向走
的，不会按照学者们的意愿走。

只要不改变资源配置的状况，没
有人能够“牛不喝水强按头”，把
资金赶进实体经济。

因此，表面上的虚实割裂，其
实并没有割裂。 虚拟经济的畸形
繁荣， 恰恰是实体经济结构变化
的结果。 不是虚拟经济吸了实体
经济的血， 而是虚拟经济借实体
经济的变化套利。 尽管在这种套
利过程中， 实体经济没得到多少
好处，但这不能怪虚拟经济。

所谓的“脱实向虚”，是“4万
亿”计划之后，才惯性发展起来的。
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大部分时
间里， 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都是和
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当经济结构
合乎市场需求时，金融业的套利机
会， 也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机会，
两者是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的。

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套利、实
体经济吃苦的局面也不能持续。
因为，经济结构不符合市场，虚拟
经济的套利机会早晚要耗尽，套
利风险越积越高，就会出事。

■据新京报

中国富豪正迎来“她时
代”。3月7日， 胡润研究院发
布《2017胡润全球富豪榜》显
示，全球十亿美元富豪人数增
加69人，达到2257人，为历年
最高。中国和美国富豪占了全
球富豪榜的一半以上。 同时，
中国“白手起家”女富豪人数
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二，这个数
据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
据央行发布的《2017年2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超五成新增贷款流向企业中
长期贷款，另据《2017年2月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
报告》，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资
金支持“火力”加码，2月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超万亿元，占比近九成。

购物中心添新娱乐业态
据北京商报消息 随着

消费模式的转变，加码新型
娱乐体验业态成为各大商
场、 购物中心的聚客新手
段。近日，成都339购物中心
将整个二层引进卡丁车运
动馆，尝试新型业态。分析
指出，实体零售商加码娱乐
业态是大趋势， 但能否顺
势逆袭还有待考量。

30岁成女性置保险分界
据每日商报消息 互联

网保险平台慧择网近日发
布了一项调查———《三八
女人节保险大数据报告》。
报告显示，30岁成为女性
消费者开始添置保险装配
的一个时间点， 而最近三
年女性购买保险的订单增
速迅猛 ， 平均增速高达
180%。报告还显示，女性投
保用户中， 为自己投保的
比例最高，达到64%。

众创空间迎“造血”考验
据新京报消息 今年，

众创空间再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 创业者的需求催
生了创业服务， 随着近年
的发展， 众创空间也正在
从最初的爆发式增长到回
归理性， 造血能力则是其
面临的重要考验。

4类人才入穗有绿色通道
据信息时报消息 高

层次人才、急缺急需人才、
在文化体育艺术等领域有
卓越贡献的优秀人才等4类
20种人才被纳入广州人才
引进绿色通道。广州市社保
局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吸
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广州
安家落户、创新创业。

万
共享单车出现后，拥有品

质、产能、资源和资金实力的大
中型自行车厂商开始收到共享
单车平台抛出的橄榄枝。 据介
绍， 国内目前自行车市场上每
年拥有约8000万辆的产量，其
中，超过七成用于出口，国内消
化产量约2000辆， 共享单车的
火爆为我国自行车行业带来
的产能为2000万-3000万辆。

%
根据中国加盟网数据研

究院数据显示，2016年三季
度招商加盟领域创业人群同
比2015年同期增长25.85%，
从2016年三季度各月的数据
看， 三季度每个月创业投资
人数相对平均， 较2013年、
2014年呈上升趋势。同时，数
据显示， 1万-10万元的投资
项目更受创业者青睐， 占比
约29.08%。 低门槛让投资者
有了尝试的心态。

一贯相爱相杀的老冤家美
的和格力无论嘴上吵得多厉
害，都没有停止过一件事，那就
是努力实现产业突围。 美的与
格力双双于3月8日宣布了各自
多元化布局的重大进展： 在完
成收购库卡、 与高创达成战略
合作后， 美的宣布转型全球化
科技集团，布局“智慧家居+智
能制造”的“双智”战略；格力电
器则宣布，与银隆新能源200亿
元关联交易获股东大会通过。

家电行业跌宕起伏三十
年， 在最严酷的市场环境中奋
勇激战，成为最具竞争力、发展
最成熟的行业之一， 尤其是在
中国市场， 曾经不可一世的日
本家电品牌纷纷折戟沉沙，而
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达
到70%以上。可见，这是竞争最
为激烈的领域， 中国家电品牌
的后发优势得以显现。

然而， 中国家电品牌面临
的挑战依然严峻，行业多年来处
于微利状态，智能手机时代的来
临，更让电视等逐渐退出消费者
客厅。因此，家电巨头们纷纷跨
界发展，比如格力在手机领域的
试水。然而也要看到，手机市场
同样红海一片，家电巨头需要更
具创新型的领域布局。

美的宣称企业定位变为
“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及
工业自动化系统的科技集团。”

格力与银隆新能源的联
姻，更让董明珠多年的“造车”执
念得以实现。 尤其是这两家企
业，主要还是围绕新能源、新技
术、新制造为主来加大投入和拓
展，相比于某些实体企业家脱实
就虚，热衷于资本运作，这两家
坚守主业，以打造更智能化产业
链为发展战略思路，也符合中国
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整体方向。

所谓“中国制造2025”，其实
就是要向德国学习，让更多企业
沉下心来，通过对产品、技术、管
理能力等的钻研，以符合制造业
智能化趋势为主导的拓进之路，
来推动中国制造从大到强。

不过， 德国工业4.0实质是
个性化、智能化，是互联网+制
造业。 而无论是美的在机器人
产业上的投入， 还是格力始终
想打响的新能源汽车牌， 都属
于“智慧制造”，还需要企业的
管理思想和经营观念持续更
新。智慧制造对人的创造力、创
意力和创新力依赖更加明显，
只因智慧制造的技术应用需要
专业技术人员给予指导， 而智
慧制造的边界拓展及产品更
新、服务创新等，需要管理层来
决策， 并考验着企业上下的执
行力， 从智慧制造到大规模商
业应用，智慧产业发展、人才培

养两者一个都不能少， 这都是摆
放在美的和格力面前的难题。

家电业的突围之路依然艰
难，尤其是新技术、新产业更不可
能短时期内速成。笔者以为，美的
和格力两家企业能否扎扎实实地
做好基础建设， 坚持创新求变之
心，而不沦为简单的概念炒作，才
是应市之举。 成败与否都需要时
间验证， 美的格力的突围成败取
决于不忘制造业的坚守初心。

当然， 这一点也是对其他制
造业企业的启示———制造业不跨
过智慧制造的门槛， 那就不仅仅
是拒绝成长，实质上是拒绝生存。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覆盖面的扩
大， 生产数字化的趋势也就越来
越明显， 马云近期提出的“新制
造”， 强调未来30年制造讲究的是
智慧化、个性化、定制化，也需要美
的、 格力以及更多的制造业品牌
在突围中加以借鉴。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