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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丽

“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
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最近，“适配性”成
为经济领域的热词。面对当下
多层次、个性化、高品质的消费
需求，如何实现供需适配、有效
供给，无疑是一个需要深入思
考的问题。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消费

者的需求也在变。适配性，指
向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和匹配
度，“适”在于适应大环境，“配”
在于主动作为。有这么一个有
趣的对比：十年前，“双十一”最
受欢迎的家用电器是电热水壶
和电热毯，这两年，变成了扫地
机器人、无绳吸尘器和净化
器。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到追
求健康，从传统电器到人工智
能，消费不断升级呼应着人们
的美好生活需求。有了新需
求，就要用新服务新产品来满
足。我们强调“适配性”的意义
就在于此。

新需求在哪里？要把这
个问号拉直，就必须具备精准
捕捉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观
念。消费者不仅要买得好，还
要买得方便、买得称心，从购
买中获得乐趣，这就是新需求
之变。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
为牵引，企业舍得花时间、下
功夫去调查、去研判，摸准市
场脉搏，切中消费心理，掌握
消费方式乃至消费习惯，让供
给和需求像齿轮一样“严丝合
缝”，如此，才能广泛而深刻地
打开市场。
在适配性的范畴里，从新

需求到新供给，创新是重要
一环。“头皮养生”“奇特试
吃”“萌宠咖啡”……热搜上
那些脑洞大开的消费话题，
不仅打开了人们的想象力，
也给企业以启迪，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秉持创新精神，沉

下心认真做事，都是市场胜出者不变的秘密。就
看智能手机行业，创新的速度一日千里，一不留
神，就可能掉队。以往，很多国产品牌手机热衷
于模仿、“山寨”，没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反观现
在，那些位居市场前列的国产品牌，无论是在技
术上，还是在营销模式上，均拥有独特创新力。
致力于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来满足不同消费层
次的多元需求，用源源不断的创新力强壮企业的
生命力，这是企业生存之道，也是提供高效供给
的正途。
强调提升供需“适配性”，不是要求企业单方面

迎合需求，而是要形成一种生产和消费的良性互
动。在提高对多元需求满足能力的同时，以创新
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供需
完美契合，才能让产品叫好又叫座，企业也才能走
得更远。

发力供给侧 强健经济“肌体”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高质量供给，带给人民群众更多获

得感，是奋进“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好的一道考题。

对话人：
丛 屹 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会客厅

张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主线之“主”，是由发展阶段决定的。
“十四五”时期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这个背景下，您认为应如何理解“主
线”的内涵？

丛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
对“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的呼应，实际上在
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是重要支撑，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让
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更需要在供给侧发力。无论
是提高生产能力，满足人们对产品质量的更高要
求；还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哪里存在短板就在哪里补齐，这样的改革才
会更有成效。供需适配性提高了，内在平衡得
到“调理”，“免疫力”提升，经济“肌体”就会更
强健。

张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天津坚
持制造业立市，在智能科技、信创产业、生物
医药等重点行业布局，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既优化产业结构，也推
动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端化迈进。持续着力
解决结构性问题，提升供给水平，还要推动
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提升供给体系的整体
竞争力。

丛屹：我们的“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
设制造强市、质量强市、网络强市、数字城市，
就意在提高产业体系的能级。坚持制造业立
市，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研发转化，是天
津在全球格局变化和国内产业整体升级过程
中瞄准的升级方向。抓住关键技术、关键设
备、关键制程环节的突破，能够进一步做强产
业链、提高分工地位。而加快构建“1+3+4”现
代工业产业体系，实现高端制造业集群化发
展，可以通过“扩链”打造更有竞争力的供给体

系。“十四五”规划特别强调以信创产业为主攻
方向，就是把数字经济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发
展方向，在“结构性”上下功夫，这样的升级必
然会带来更多高端供给，让供给侧的结构更加
优化。

张玥：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
要让这个动力更强劲，必须花大力气改善创
新环境、充分释放创新活力，推动更多创新创
造。天津一直强调要在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
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上下功夫，也有这
方面的深意。
丛屹：形成未来竞争力，必须加大自主创新

和原始创新比重。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
涉及政策、制度、人力资源、各种组织之间的合
作等，需要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着
力。天津近年来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比
如建立多个产业（人才）联盟，在科技创新三年
行动计划中提出完善“企业出题、高校院所破

题、政府助题”揭榜机制等，都是在打造良好
的创新环境，吸引各种创新企业、创新机构、
领军人才。只有汇聚更多创新要素，实现更
多“从无到有”的突破、“从有到优”的进步，不
断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才
能形成更多高质量供给。

张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千方
百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个活力越强，越
能形成更多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有效供给、
高端供给，进而创造更多需求，为经济发展增
添更多内生动力。

丛屹：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降低运营成
本，让企业轻装上阵，就能把更多精力用于
创造供给，使供给质量得到提升、供给结构
得到优化。我们突出实体经济、尊重爱护
企业家，出台许多惠企、特别是扶持创新型
中小企业的政策，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等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谓“千方
百计”，关键就在于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在
改革上做足文章。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利益格局的重新调
整。归根结底，就是要靠改革解决问题，而
这也正是我们“深化”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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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

适老化，付诸行动最重要
■ 金之平

近日，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优先推动
115个网站和43个手机APP进行适
老化改造，涉及交通出行、金融服务、
社交通讯等领域，意在着力解决老年
人在智能技术面前遇到的困难。
科技飞速发展，新技术、新应用

层出不穷，有些老人在银行、医院里
的智能设备前一筹莫展，有些对手
机APP敬而远之……不会用、不敢
用、用不好，技术便利反而成了“数
字鸿沟”。工信部此举，显然对老年
人的“智能焦虑”作出了及时、切实
回应。“适老”是一种观念，“化”就是
把观念付诸行动。进行现实改变，
提高老年人生活的便捷度、舒适度，
才能真正体现“适老”二字中蕴含的
浓厚温情。

适老，先要知老。近年每逢重
阳节，各地都会搞一些适老体验活
动，让年轻人换上特殊装备，体验老
年人走路、坐卧等行动的不便。很

多年轻人感慨：老人真不易。类似“代
入感”很有启发性，只有真切感受老人
的难题和需求是什么，才能采取精准
行动，为老人去除障碍。有时，甚至一
张调查问卷就能“知老”。关键在于，
站在老人的角度和立场上思考。当人
们设想自己终会有老去的一天，也会
面对此景，希望有人理解、帮助的时
候，就能从“切肤之难”的角度找到适
老化落点。

适老化不只限于智能技术范畴，
而是涉及方方面面，也不能停留在改
造层面，还应在最初的设计、设置阶段
就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情况。这就
需要在政策推动、市场投入、社会引导
等方面综合发力，既让人们充分认识
到，今天为老年人享受生活所做的努
力，就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提供更多保
障，也让市场充分感受到，老年人的巨
大需求可以促成双赢局面，从而激发
更多力量，创造出更多适老化成果。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自古就

有这样的传统。在不缺技术条件的当
下，为老年人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想到并做到，就是关键所在。

拿出竞进之心

“十四五”启航，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
格局，我们应当拿出竞进之心、进取之谋、奋进之
力，增创竞争新优势。
这个“竞”，首先就是坚持上游竞争、竞争

上游。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卡脖子”核心
关键技术，补足发展短板、推动产业链向高端
跃升……一系列重要任务摆在面前，不仅要求
我们眼看“上游”，更要力争“上游”。“在危机
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一个“先”字，意
味着新发展阶段下历史机遇的窗口期千载难
逢，非常宝贵，我们要拿出不畏难、不服输、不
怕苦的勇气，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赛道上

奋勇争先。
这个“竞”，是“奋进之竞”，在干事创业中奋发

有为，练“事功”、善“事功”、显“事功”。出路是闯出
来的，事业是干出来的。有了向产业链、价值链高
端攀升的进取心，还要一步一个脚印，以务实举措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就需要时刻保持
“竞进之心”，把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当作工作
信条，分秒必争，竞相作为。

这个“竞”，是“竞优”。不久前召开的天津市劳
动模范和模范集体表彰大会，为全市上下奋力在
新时代建功立业树立了典型与榜样。我们要以劳
模为榜样，自觉学先进、赶先进，以干劲、闯劲、钻
劲争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用实际行动努力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 朱绍岳

锐评

别把“歪脑筋”当创意

一名年轻女子在夜间行走时遭到陌生
人尾随。当尾随者逐渐靠近时，该女子急中
生智，拿出卸妆湿巾擦拭，瞬间变成一张男
人的脸。随后，视频中出现“呕……”字样和
呕吐的声音。这是一款推销某品牌卸妆湿
巾的广告，本意是在推介其产品功能的强
大，却陷入了争议中。目前该公司称已经将
此视频下架。

广告宣传不仅要依法，同时不能有违社
会公序良俗，这是底线所在。根据广告法规
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以健康的表现形式
表达广告内容，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

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卸妆吓跑跟踪者”显然
有违上述规定。
丑化受害者，广告内容充满偏见、恶意和无

知，这样的广告不是“创意”，而是动了“歪脑
筋”。企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应该守好法与
讲诚信，“三观”更要正。从经营者角度来讲，消
费者的口碑才是最佳的广告宣传，商家不能靠
“歪脑筋”、赚流量来达到目的。对于此类广告，
不能只靠消费者的吐槽，以及商家自身的“良
心”发现。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使其彻
底没有市场。
只有尊重社会共同认知，遵守公序良俗，才能

让广告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否则，再热闹的广告
也终究会“翻车”。

■ 杨玉龙

有媒体调查发现，在一些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上，
存在贩卖户籍、房产等个人隐私信息的现象。前不久开
展的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重点任务之一就是针对这
一现象进行打击。杜绝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买卖，应该从
多方面入手，除了需要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外，网络平
台自身也要严格把关，比如进一步加强技术手段进行监
控和防范、对相关账号进行及时查封等，真正保护好用户
个人信息隐私。

新华社发 勾建山画

利
剑
须
磨
好
弓
须
矫

明朝人季子壮从小聪
颖过人，吟诗作画无一不
能。其父整天带他四处炫
耀，教育家庄元臣劝阻未
果。数年后，沉迷在赞扬
声中的季子壮，因不求上
进而与常人没有不同。其
父登门求教，庄元臣回答：
“质地精良的剑，如果不好
好打磨，也不会削铁如泥；
上好材料制成的弓，如果
不用器具矫正，也不能百
发百中。”

这则故事启示我们，
只有经受磨砺，不断提升
能力本领，方能有所成。
纵观古今，这样的例子比
比皆是，但凡取得成绩者，
哪一个不是在磨砺中成就
自我？

恰如鸟儿在风雨中搏
击能强健羽翼，对于每个
人来说，磨砺都是丰沃的
成长土壤。就像有的大学
生选择逐梦军营，从校园
走上训练场，再苦再累也
能抗住、忍住，因为懂得坚
持的意义；在脱贫攻坚一
线，为了带村民过上好生
活，有“80后”小伙三年走
烂八双鞋……强健的体魄
从来不是在温室里养成，
成长的树苗想要在狂风中
挺立就必须把根扎得更深。磨砺贵在日
常，准确地讲是一种“严”字当头的自律，既
体现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以强烈的责
任感干在每一天、干好每件事，也体现为补
课充电的急迫感，时时更新知识库、扩大自
身能力半径。如此“磨砺”，不在一时一事，
而是贯穿于人生的每个阶段，是一辈子的
功夫。

磨砺是成长的阶梯，是出彩的前奏。
无论顺境逆境，都要有一颗平常心，选准方
向就坚定向前，一定能谱写出最美的人生
乐章。

知往鉴今

■ 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