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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根据《第一财经》对 28 个一、二

线城市 2016年常住人口增量的变化

统计发现，从地域分布上看，人口流

入地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中部的长

沙、武汉和郑州以及上游的重庆等

地。其中郑州净增人口 15.5 万，以

1.60%的人口增速名列全国第六。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腾讯 QQ 大数

据发布的《2017全国城市年轻指数》

报告也显示，一线城市平均年轻指

数为 78，郑州则以高达 82 的年轻指

数居全国第四位，与苏州一起成为

二线城市中最“年轻”的城市，年轻

指数超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人口的流向，往往是经济的晴

雨表。人流向哪里，说明发展热点集

中在哪里，尤其是年轻人涌向哪里，

更说明哪里有活力、有前景。有经济

学家的研究表明，25～47 岁这个年

龄段人口的数量占比，几乎决定着经

济的荣枯。几乎每一个经济体繁荣

的顶峰，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

达到顶峰的时候，同样道理，很多经

济危机的爆发，也往往是人口结构出

现了问题。比如 2008年在美国率先

爆发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因

为美国 1961年婴儿潮出生的群体在

2008年刚好 47岁，而 47岁是人们消

费的最高峰，之后消费能力便开始下

降，经济也就随之出现状况。

就拿汽车消费来说，一般来讲

购车需求旺盛的人口年龄段集中在

25～44岁，大约在 1960～1975年，日

本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平均增速

在 2.05%左右，这段时间新车销量增

长便高达 25.9%。日本进入老龄化

社会之后，25～44 岁年龄人口平均

增速为-0.35%，新车销量也就没有

什么增速了。韩国的情形也是这

样，在 1982～1990年间，韩国的高购

车需求人口（25～45岁）数量增速达

到 3.4%，这段时间的新车销售增速

达 30%，2001 年 25～45 岁的人口数

量见顶后增速变负，韩国的新车销

售年均增速就少得可怜了。

由此基本可以看出，年轻人涌

向哪里，哪里的未来便一片光明。

从近年来郑州的人口增速，尤其是

城市年轻指数来看，郑州的发展前

景值得乐观。财经学者叶檀就曾经

通过分析青壮年人口占比、工业发

展与产业转型、人才优势等因素，断

言郑州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十大城市

之一，并且以“烈火烹油”来形容郑

州的发展态势，坦言郑州是高铁时

代最具爆发力的城市。

事实上，郑州这种快速吸纳人口

的态势，以及其位居全国前列的城市

年轻指数，与学者所言“中国正在进

入一个强省会时代”，郑州等中西部

地区的省会正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日

之城”的判断“不谋而合”，与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郑州）跨

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落地郑

州的叠加效应“不约而同”，也与郑州

米 字 形 高 铁 枢 纽 的 成 形“ 同 频 共

振”……一座城市的崛起，既表现为

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人口的快速增

长、产业的集聚融合、政策的“见苗浇

水”，往往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效应，是

各方面齐头并进的结果。

有次从花园路一栋写字楼下经

过，正好赶上中午下班，鱼贯而出的

青年白领摩肩接踵的景象，让人强

烈地感受到郑州这座城市的活力，

现在想来，这正好也是郑州人口增

速全国第六、年轻指数居全国第四

的绝佳注脚。5

□江德斌

继共享单车后，共享篮球、共享

雨 伞 、共 享 充 电 宝 等 产 品 纷 纷 面

世。日前，共享篮球平台“猪了个

球”宣布完成千万级 Pre-A 轮融资，

共享充电宝“街电”获得聚美优品 3

亿元的投资，共享充电宝“小电”、

“来电”分别获得投资方 2000万美元

A 轮融资。共享雨伞、共享玩具、共

享服装等都进入了蚂蚁金服的“芝

麻信用”体系。那么，这些共享产品

都靠谱吗？他们是真正的共享经济

吗？（见5月10日《北京青年报》）
共享经济是时下热门的投资领

域，其代表者为网络约车、共享单

车、共享租房、共享汽车等，这些品

类一面世，就因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备受消费者关注和热捧。特别是共

享单车的快速崛起，不到两年时间，

就在全国一二线城市铺开，成为共

享经济的典范之作。不过，现在共

享经济的范围扩大得太快，共享篮

球、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产品不

断涌现，令人看得眼花缭乱，这些偏

冷“花式共享”产品，又能否重复共

享单车的成功呢？

共享经济在与互联网融合后，

具有省钱、方便、高效等特征，满足

了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不必拥有商

品所有权，只要按需付费使用即可，

从而大幅度降低消费成本，因此迅

速获得市场认同。

共享篮球、共享雨伞、共享充电

宝、共享玩具、共享服装等“花式共

享”，商业模式并不复杂，也是采取

扫码租借、押金模式，在共享单车已

经得到过验证，后期还可以挖掘用

户大数据资源、广告、LBS服务等，都

是潜在的盈利点。

尽管外人有些看不懂“花式共

享”，认为是在搞商业炒作、骗钱，但

创业者和投资者拿着真金白银做

事，应该没谁想亏钱吧。而且，很多

商业模式在开始时并不被人看好，

网络约车、共享单车就是典型例子，

一度引起无数非议，看衰的声音甚

嚣尘上，却在巨大的争议中，获得成

功。至于“花式共享”能否成功，现

在也不好说，需要经过市场检验，创

业者有梦想总是好的，万一要是成

功了呢，岂不是对大家都有利。

对于“花式共享”不必太吐槽，

市场经济就是如此，只要有商机存

在，就有人绞尽脑汁去开发，很多新

事物就是靠脑洞大开才得以诞生。

何况，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本来

就没有百分百的成功率，只有不断

尝试、探索、冒险，才能不断突破创

新，开拓出新的市场领域。因此，不

管“花式共享”成功还是失败，至少

有人尝试过了，就会留下可贵的经

验、教训，让后人得以借鉴。5

据新浪网报道，最近，一些经常在徐家汇公园游玩的市民反映，汇金湖里
的黑天鹅不知去向，由原先的5只变成了4只。黑天鹅去了哪里？经过几天
细致调查后警方发现，黑天鹅是被人偷了，又带回家吃了。5 图/陶小莫

郑州因“年轻”而活力无限
年轻人涌向哪里，哪里

的未来便一片光明。从近年

来郑州的人口增速，尤其是

城市年轻指数来看，郑州的

发展前景值得乐观。

“花式共享”，且试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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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7 年起，将每年 5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今年中国品牌日的主题

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启自主品牌发

展新时代”。（见5月10日《珠江晚报》）
将每年 5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就是

为了打造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民族品

牌，进而增强中国品牌在国内国外的市场竞争力，

发展壮大“品牌经济”。这不但是商品和服务生产

者、提供者的追求，同时也是消费者的需求，毕竟

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希望能够买到质量过硬、安全

可靠、经久耐用的产品，或者是享受到令人满意的

服务。

现在一些国内企业，没有把资源和精力投入

到如何提升产品质量上，以质量做品牌，而是花费

大笔的资金去做营销、去打广告，最终走上了“以

广告创品牌”的歧途。虽然在短时间内，依靠巨额

的广告投入也可能砸出了一个“品牌”，但没有产

品的质量作为支撑，最终都将如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难以长久。

“中国品牌日”的设立，目前最大的意义，就是

帮助企业和消费者树立正确、健康的“品牌意识”，

树立以质量衡量品牌、以质量打造品牌的意识，以

此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5 （苑广阔）

5 月 14 日，拥有 3000 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

将迎来一个历史与未来交融的盛会——“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发

言人王文杰告诉记者 ：此次论坛采用的所有用品

都是环保型的，比如会议使用的铅笔，就不是普通

的铅笔，而是由环保纸张制成的，不仅价格低廉而

且无污染。（见5月10日《北京青年报》）
“会议铅笔”既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又降

低了造价，我们没有理由让“会议铅笔”只是“开

会的时候使用的铅笔”，应该大力推广，让其进

入社会。要提高铅笔的环保生态标准，鼓励铅

笔企业实现更新换代，把陈旧的设备换成崭新

的设备，加大对再生纸张的使用力度，用再生纸

张生产铅笔笔杆。还应该提高“会议铅笔”的认

同感、接受度，在使用再生纸张生产笔杆的时

候，要做好设计工作，让笔杆多姿多彩，吸引消

费者。“纸质笔杆”还应该拓展范围，比如我们目

前使用的中性笔、圆珠笔，基本上都是一次性

的，这种浪费比一次性筷子还惊人，而且一次性

使用丢弃后还污染环境。是不是也能把中性

笔、圆珠笔的笔杆换成纸质的？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保型社会，请让“高峰论坛铅笔”从会场走

进市场。2 （郭元鹏）

“中国品牌日”呼唤品牌意识

让“会议铅笔”走进市场

综合组版编辑 孔学姣 曾鸣

□本报记者 李林

5 月 10日，郑州首批 115名网
约车司机领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省会公共交通市场进一步
规范运营开启了新的一页。但值得
注意的是，距离网约车“三证”齐全
的目标，郑州还需快马加鞭。

网约车有了“正规军”

“能够领到首张网约车驾驶员
证，感到荣幸且兴奋！”5月10日，在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一
楼业务大厅，网约车司机申锡峰激动

地说。当天郑州市第一批经过正规
培训、考试合格、背景审查过关的
115名驾驶员顺利领取到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成为郑州市网约
车驾驶的首批“正规军”。

根据《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从业资格
考试及证件申领程序的通知》要求，
该市客运管理处于 2017年 2月 20
日起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考试申请。第一批一共有224名驾
驶员参加培训考试，115人顺利领
证。

截至目前，报名预约参加网约
车从业资格考试的人数达2047人，

相关信息已录入认证考试系统，并
已于5月 5日起陆续在郑州出租车
网上公布考试成绩及领证日期。申
请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可登
录郑州出租车网（www.zztaxi.cn）
或下载手机APP进行报名登记。

终结“黑车”时代路有多远

为规范网约车市场，2016年 7
月 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改革推进出租行业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首次提出将互联网专车纳
入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明确了网约
车的合法地位。次日，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委联合颁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了按照高品质、差
异化经营的原则有序发展网约车，
并提出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
定具体实施细则。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网约车驾驶员营运资格证和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三证’
齐全的情况下，网约车运营才称得
上是真正的规范到位。”郑州市城
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说。

据介绍，目前各网约车平台公
司已经按照交通运输部以及郑州市

关于网约车管理的相关规定准备申
报材料，由于涉及在郑州市的工商
执照办理、办公场地、管理制度等大
量工作需要准备，管理部门将视各
家公司的申报材料按规定进行审核
办理。

“关于网约车车辆许可问题，全
国多数城市还都在对网约车车载设
备安装要求进行研究探讨，待条件
成熟后即可进行业务办理。”该负责
人说。

据悉，今年4月底南京首辆“三
证”齐全的网约车已经上路，郑州在
完善网约车运营管理之路上还需快
马加鞭。②8

郑州首批网约车驾驶员领证

“驾照”到手 “上路”还会远吗
（上接第一版）省黄泛区实业集团在塔吉克斯坦
建成当地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种子生产线；
洛阳一拖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
建立组装厂，“东方红”拖拉机占据吉尔吉斯斯坦
90%的市场份额，宇通、中信重工、国合等重点企
业海外项目加快推进。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马拉
特·肯加塔耶说：“欧盟有顶尖的技术、中亚有丰
富的能源，中国有先进的制造，‘一带一路’串联起
三大经济板块的经贸合作，河南则是重要的物流
通道枢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数据显示：2016
年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801.8亿
元，增长15.4%，对捷克、保加利亚、柬埔寨等9个
沿线国家出口增长一倍以上。

丝路贯古今、河南通天下。河南秉承丝绸之
路开放、开拓的精神，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携手发展、共创未来。③7

大通道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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