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
让老百姓敢消费、愿消费，进而消费少烦
心、多舒心，离不开政府 、企业 、社会等各
方面的共同努力。3位代表对此有何建议？

李小红 ：时下，国内有许多人更愿意
到国外购物，或者代购、海淘，但一说起国
货，就有些“想说爱你不容易”。潜意识里，
大家认为国外买的产品没有假货，消费起
来放心。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外企业诚信意
识很强，产品质量过硬，不会造假；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国外的监管机构很严，让企业
也不敢造假、不能造假。这就要求我们企
业要真正树立消费者至上的意识，把更多
精力用到提升品质、优化服务和打造品牌
上来。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切实肩负起
监管责任，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严肃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

等行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快构建
社会诚信体系。特别是全社会要营造支持
民族品牌、 呵护民族品牌的浓厚氛围，通
过各方共同努力来证明：外国的“月亮”不
比中国的圆！

阳国秀：我们做企业的，特别是做食品
行业的，一定要时刻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的态度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更重要的是，各
级党委、政府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进一步
加大支持力度。要大力支持企业做标准，夯
实企业立身之本；要帮助企业做认证，提升
产品竞争力；要加强产品检验检疫和监管，
铲除“害群之马”，守住安全底线；要打造诚
信的消费环境，让老百姓敢消费、愿消费。
我想，抓住了这些关键点，我们不仅能守住
自己“家门口”的市场，还能更好地“走出
去”，为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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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消费
少烦心多舒心

主持人：杨柳青
文稿撰写：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陈昂
统筹：夏似飞

【提要】
居民消费能力是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消费信心越强，经济发展越

有动力和后劲。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呈持续上升态势，消费信心指数在去年

第四季度更是达到53%，创近4年来新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进一步释放国内
需求潜力，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相促进，区域城乡发
展相协调，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

如何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心，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全国两会期间，“新湖南
更出彩”全国两会联合访谈演播室邀请到3位代表，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嘉宾】
阳国秀：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小红：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佳惠集团公司董事长
杨娟娟：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展望村村委会主任

【故事】
我省去年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9135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

3月13日，在湖南省2017年“3·15”新闻
通报会上，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我省各级“12315”热线共受理投诉总量
为42760件， 相较2015年的40804件， 增长
4.79%，已处理41705件，办结率为97.53%，
较上年增长7.22%，调解成功25271件，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833.10万元。

数据显示，2016年， 我省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和消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6505
件 ， 处理 63861件 ， 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9135.67万元。 在通报会公布的2016年我省
消费投诉十大热点中，日用百货、家用电子
电器和交通工具分列前三位， 共占总数的
14.04%、10.84%和8.7%。

据介绍，日用百货和家用电子电器的投
诉点主要为产品质量问题，而交通工具的投
诉点则集中在反映合同、售后服务与产品质
量问题，主要商品品类为服装鞋帽、电视机
以及汽车及零部件投诉。

《2016中国电商消费行为报告》 显示，
2016年湖南电商消费人数居全国第11位。根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
2016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
商品和服务的支出达427元， 较上年增长
13.4%，增速连续三年超过10%。近年来，网
络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消费者对
网购商品质量和服务投诉不断上升。2016年
二季度，省工商局对长沙、株洲、常德共12家
第三方交易平台、两家电视购物仓库和两家
实体门店进行了专项抽查，抽检商品合格率
为62.9%。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用5年时
间，着力建设和落实“一承诺五制度”，健全
社会评估评价制度、 商品质量管理制度、消
费者投诉处理制度、首问责任制度和赔偿先
付制度。

（湖南日报北京3月13日电）

【观点】

主持人：3位都是女代表，女性相对而
言更喜欢买买买。请问3位在日常消费中，
有没有遇到过烦心事？

杨娟娟 ： 作为“80后”，我过去很喜
欢在网上购物，网购最多的是服装。我就
经常遇到在网上拍下的衣服， 寄回来一
看， 款式与网店上挂出来的图片不一样，
质量也没有商家承诺的那样好。 退回去，
又觉得麻烦；不退货，心里又不舒服。所以
就只能安慰自己，反正价格也不贵，就扔
一边吧。久而久之，我对网购就产生了抵
触，实质上就是对商家的诚信、产品的质
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比如，我有时在村里调研，怕麻
烦老乡或找不到小餐馆，午饭时分就会

到村里的小卖部买包方便面应付一下。
但我发现， 买回来的方便面，“康师傅”
成了“康帅傅”；店里摆放的洗衣粉，不
是“立白”而是“文白”。这说明假冒伪劣
产品还比较多，而且越是农村、落后地
区、偏远地区，这种现象更严重。这就不
仅仅是烦心了，而是让我们消费者感到
痛心。

李小红：每个人在消费过程中都会遇
到烦心事。对我而言，如果不能在有效的
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或者配套不
全、服务不周，我就会觉得烦心。这就说到
消费升级上来了。 现在我们在消费的时
候， 更关注的是有没有个性化的需求、有
没有良好的消费环境。

主持人：“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
舒心”，这次被许多中外媒体列为了李克强
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金句”之一。请
问3位代表， 您认为这句话的背后意味着
什么？

阳国秀：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认为
它反映了全体老百姓的一种期盼；作为一
名企业家，我更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和压力。我从事的是食品加工行业，过去
我们企业更多的是与国外市场打交道，近
年来内销市场慢慢起来了，对我们来说也
是一个机遇。

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 多舒心，其
实说到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
之义。如果自己想买的东西买不到，不要
的东西到处有，这种供给矛盾自然导致在
消费过程中失望、烦心的时候多，舒心、满
意的时候少。所以我们要通过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进一步
相适应、更协调；通过生产更多更好的产
品投放市场，真正让消费者在花钱消费的

时候少烦心、多舒心、很高兴。
李小红：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对

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消
费市场的空间和潜力巨大，现在全球都在
盯着中国这个消费市场。 我们通常说，投
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
费拉动的作用将更加凸显。这也是李克强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强调要进一
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的重要原因。我们要
通过让群众消费少烦心、多舒心，促进消
费的稳定增长，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
久拉动作用。

杨娟娟：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
展，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也在发
生改变。“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 多舒
心”，李克强总理的这句话，真是说出了消
费者的心声， 说到了我们大家的心坎里。
记得当时在现场，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代
表、委员都自发地鼓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
声。

主持人：说到消费升级，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全面到来， 涌现了许多新产品、 新模
式、新业态。对于企业、商家而言，消费升级
意味着什么？对普通消费者又意味着什么？

阳国秀：在我看来，消费升级，带来的
是高品质产品的消费，呼唤的是品牌。过去
我们在消费时，往往是缺什么买什么，什么
便宜买什么。如今，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
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
为主流， 从上到下都开始关注高品质的产
品、 关注有影响力的品牌。 宁愿多花一点
钱，也要买得舒心、用得开心。对消费者而
言，品牌会给自己带来愉悦、带来自信；对
企业而言，品牌代表着诚信，代表着品质，
代表着“工匠精神”。

就像我们做的果秀食品， 从果园种植
到生产加工，从市场物流到销售终端，都有
着一整套标准化流程和可追溯机制， 每一
件产品都力求让消费者买得开心、 吃得放
心。只要老百姓认可了产品品质，就会带来
更多消费，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销
路广了、市场大了、效益好了，企业就更有
信心加大投入，加快产业升级，进一步推进
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形成良性循环。所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引导企业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扩大内外销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 实施范围”， 对消费者来
说，是一大福音；我们企业家来说，既是压
力，也是动力，更是莫大的鼓励。看到自己
多年来呼吁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内心更是
十分激动。

李小红：对企业而言，面对消费升级，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产品、 服务升级同步跟
上。要通过消费升级倒逼产品升级，通过产
品升级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服务升级
倒逼商业业态的优化。

未来的购物中心， 提供品类齐全的产
品只是最基础的环节， 而关键在于能否提
供更好的购物消费体验， 能否提供多元化
的配套服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当你在一
个商业综合体消费时， 商家通过大数据分
析，顺便就可帮你将医生的预约、孩子的上
学、老人的养老等问题一并解决。这一定是
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杨娟娟： 我所理解的消费升级， 对企
业、商家而言，就是要创新理念、创新产品，
更好地满足大众需求； 对我们广大消费者
而言，就是要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和意识。

1 “少烦心、多舒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2 商家不诚信、质量不过关，消费者最烦心

3 消费升级，核心是观念升级、产品升级、服务升级、品牌升级

4 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发力，让百姓敢消费、愿消费

3月12日， 阳国秀代表（左
二）、李小红代表（右二）、杨娟娟
代表（右一）接受联合访谈。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张国栋

“以前是记者等部长 ， 现在是部长等记
者。”3月12日上午8点，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距
离“两会部长通道”开放还有10分钟，五六名国
务院部门负责人已经提早到达，做好“接招”热
点问题的准备。“人民”“大家”“群众”成为当天
“部长通道”的高频词。

以前是记者等部长 ， 现在是部长等记
者———诚如媒体发现，这的确是“部长通道”的新
变化。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一
条长约百米的“部长通道”，每年都是记者们争相
“拦”部长、“扯”部长、“塞”话筒的“战场”。但今年，
这里不仅成为国务院各部部长主动发声的 “平
台”， 而且记者们也不必如过去那样争相 “拦”
“扯”“塞”了。部长们能够放下身段提前到达，主
动“接招”，这样的新变化，“解放”了记者，其折射
出的无疑是两会的一种新风尚。

新风尚，来自部长们主动发声，更来自他
们的责任和担当，因而“含金量”自然是大幅提
升。新形势、新需求、新举措，从“新”到“心”，部
长们不回避、不躲避，回应社会关切，并通过媒
体直达民众。透过 “部长声音”，是政府直面热
点难题、接受人民监督的决心和信心，也在一
定程度上拉近了民心，容易产生共鸣，使两会
开得更加富有成效。

李克强总理曾经强调，现代政府须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关切，各部门要主动释放公
众期待的信息，坚定社会信心，给市场一个明
确的预期。“部长通道”正是为此而来。

可以相信，部长们离话筒越近，离群众也就
越近。部长们在两会舆论场主动发声，回应关切，
传递信息，既能为改革凝聚各方共识，也能以民
意推动改革，如此赢得的不仅是点赞，更是对未
来开展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向世界展现了一
个更加开放民主、自信笃定的中国。

“部长通道”新变化 折射两会新风尚

湖南日报记者 杨柳青

【档案】
圣辉：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佛教协会

会长。
【观点】
加强对城市亮化工程光污染的综合治

理，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

【背景】
国内外的生物学家研究表明，已有多种

野生动物的行为因夜间光污染而明显改变。
刚孵化出的海龟会向内陆而不是大海爬行；
每年约有400万只候鸟因撞上高楼上的广告
灯而死去；一个小型广告灯箱一年可以杀死
35万只昆虫，而大量昆虫的死亡也破坏了植

物的授粉。
光污染不但对生物多样化造成巨大影

响，而且对人的身体也造成了危害，容易使
人患上青光眼、白内障、慢性结膜炎、角膜炎
等疾病。

光污染属非传统污染，公众还缺乏社会
治理共识。 城市亮化工程虽越来越普遍，但
缺乏规范和标准。治理光污染刻不容缓。

【建议】
圣辉建议， 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措施，

对城市亮化工程所带来的光污染实行综合
治理。通过划定光环境控制区域加强源头治
理，并从光辐射对交通安全、节能环保等的
综合影响角度进行立法； 加强建筑材料研
究，减弱用材对光线的反射、折射，推广使用
新型生态环保用材；要明确政府有关部门的

职责，加强对城市亮化工程光污染治理的评
估、监督，纳入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考核
指标，对造成严重影响的进行严格追责。

（湖南日报北京3月13日电）

圣辉代表———

不能忽视“流光溢彩”里的隐藏“杀手”
全国两会同期声

两会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