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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现代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

“不许退货”的事儿闹了几天，加

拿大鹅回应了。12月1日，加拿大服饰

品牌加拿大鹅就中国大陆地区退换

货政策发布声明，称在符合相关法律

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

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

“我没说过不让退”，在网友的解

读里，加拿大鹅仍旧透露着些许傲

慢。花11400元买一件羽绒服，消费者

却买回了一堆质量问题，不仅如此，

申请退换货却又遭到花式阻拦，门店

把“球”踢给总部，总部又用霸王条款

拦人，一句“中国大陆地区不能退

货”，堪称傲慢的糊弄学高手。

挑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

“更换条款”变成了霸王条款，用强制

性和欺骗性给消费者挖了个大坑，加

拿大鹅陷入品牌危机，不冤。

无论名不副实的质量问题，还是

赤裸裸的地域“双标”，都足以说明，

加拿大鹅对中国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缺乏正视，对中国的法律法规缺乏应

有的认知。而这样的翻车其实不止这

一次，此前不久，该品牌已经因退换

货政策和虚假广告被罚过。

一次又一次，在法律和道德的边

缘试探，加拿大鹅看起来“飘”得厉

害。作为近几年在国内风靡的高端

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正式进入中

国市场不过三年。在明星、KOL的带

货和高口碑下，加拿大鹅风头正劲，

最新一季度财报里，大中华区直营渠

道销售额大涨86%，说明了这个市场

的潜力。

消费者的追捧，不该成为加拿大

鹅傲慢的底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加拿大鹅能被积攒许久的口碑拱上

羽绒服的“神坛”，也能因一次致命的

傲慢跌入深渊。当国产羽绒服品牌还

在低调努力，一点点改进品质温暖消

费者时，加拿大鹅却在雷区疯狂试

探，一地鹅毛是注定的了。

高奢小众也好，平价大众也罢，

说到底，靠的是出色的品质和消费

体验，突出市场重围，成为人人趋之

若鹜的网红。但网红多，长红少，一

旦失去了产品质量的保障、失去了

消费者的信任，再亮的品牌光环都

将黯然失色。

买卖本该是你情我愿的公平交

易，谁也不比谁高一等，也没有哪个

品牌可以无视规则和法理。任何企

业，在想着钻空子PUA消费者时，最

终只能反噬自己。这些年，翻车的大

牌们不胜枚举，近有虚假低价的欧莱

雅，远有刹车失灵的特斯拉，品牌和

领域各不相同，但傲慢的态度、火上

浇油式的回应，如出一辙。

品牌再大，大不过法与责。翻车

的前车之鉴太多，甭管是哪只鹅，都

得跛脚。整治“双标”的傲慢品牌，既

要放下对国际品牌的盲目追捧，也需

要帮助消费者梳理权益保护意识，更

需要堵住可能的规则漏洞，并提高处

罚力度和违规成本，别让消费者的维

权路堵在品牌的单一说辞上。

对于品牌们而言，比起事发时甚

至事前就做出努力，等到事后才修补

信任的窟窿，需要付出的成本高出太多

倍。与其等到上了热搜被万众声讨被约

谈时才低头，不如在最初对待每位消费

者时，就低下并不“高贵”的头颅。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大牌都别恃宠而骄
汤艺甜

年关将至 北京“菜篮子”供应怎样了

猪肉价格整体平稳

猪肉是主要“菜篮子”产品之一，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据生意社12月1日的监测数

据，11月国内外三元生猪价格震荡上行，11

月1日均价16.28元/ 公斤，11月30日均价

17.88元/公斤，月内上涨9.83%。

相较于11月的价格拉升，12月首日，全

国31个省市猪价数据走势7涨24跌，整体来

看，猪价下跌区域比较多，但是从跌幅来看，

猪价整体相对平稳。

“和往年同期相比，今年生猪价格的波动

趋势不正常，因为此前基数太低，这波反弹是

恢复性反弹，一两个月内上涨了70%，反弹看

似很猛，实际上才刚刚走出亏损。”中国生猪预

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根据官方数据，今年由于之前产

能过剩，生猪价格出现超深度下跌，并在10

月5日到达最低点，亏损程度创了历史纪录。

冯永辉称，每年12月或年底是腊肉季

节，也是春节前的“杀年猪”时节，一年中生猪

需求量达最高峰，正常生猪价格会出现由需

求拉动的反弹。从10月5日最低点到目前，生

猪价格上涨幅度达到8元/斤，累计上涨幅度

达75%左右。“生猪价格上涨会带动猪肉价格

上涨，进而波动整个肉类产业链。猪肉价格也

相应上涨，涨幅相较生猪也略小。”冯永辉说。

天风期货大宗农产品研究总监赵东兰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根据2014-2018年的需

求季节性平均水平，10-12月份生猪需求会

逐渐增加，但今年部分春节前的需求提前至

10月份，因此12月份的需求或维持在10月份

水平，并且往往在春节前倒数30天内价格开

始走弱。

具体到北京，12月1日，在北京某超市，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当天猪前腿肉为15.98

元/斤，后腿肉为16.98元/斤。

新发地每周市场动态数据显示，11月13

日-19日白条猪批发平均价小幅波动，周前

期略有上行；周后期有所回落。白条猪批发平

均价是20.25元/ 公斤，比上周同期（11月12

日）的20.5元/公斤下降1.22%；比上月同期（10

月19日）的18.25元/公斤上涨10.96%，比去年

同期的33.25元/公斤下降39.1%。周环比微幅

下降；月环比明显上涨；年同比大幅下降。

“虽然生猪屠宰分割后细分品比较多，但

是我们居民消费的猪白条肉价格和生猪价格

的联动性非常高。生猪价格的波动对普通市

民的影响程度要看价格的波动幅度，就11月

份的价格波动来看，对普通市民的消费影响

不大。”赵东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菜价缓慢下行态势形成

除肉类外，蔬菜也是市民“菜篮子”中不

可缺少的食材。近日，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抓好冬春蔬菜生产 确

保“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为切实保障今冬明春特别是元旦春

节、冬奥会及全国“两会”期间蔬菜等“菜篮

子”产品市场供应、价格平稳，《通知》强调，要

分区分类抓好冬春蔬菜生产。

据悉，北京市场冬季销售的蔬菜主要分

为三部分：冬储蔬菜、北方设施蔬菜、南方蔬

菜基本上各占1/3份额。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

责人刘通介绍，目前，北京冬储蔬菜的价格基

本保持稳定，北方设施蔬菜在上周后期有所

下降，南方蔬菜价格降幅相对大一些，蔬菜整

体价格缓慢下滑。

新发地市场提供的数据显示，11月28

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3.65元/

公斤，比11月27日的3.68元/公斤下降0.8%；

11月26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3.7

元/公斤，比上一周同期（11月19日）的3.79元/

公斤下降2.37%。

刘通表示，蔬菜供应经过一段供应不足

的困难时期以后，现在正在逐渐向好，后期的

供应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强。总体上看，目前蔬

菜的价格仍然处于近几年同期的高位，但菜

价缓慢下行的态势开始形成。

面对近年来的多种不确定因素增加带来

的高风险，《通知》中提到，要稳定提高蔬菜自

给能力，强化蔬菜应急生产和供应能力，制定

完善本地区蔬菜生产和市场供应的应急预

案，保障市场供应平稳、价格基本稳定。

壹家仓首席运营官李波涛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要实现蔬菜自给能力，最主要的是从两

个方面做出保障。首先要考虑供需，北方冬天

蔬菜产量很小，需要依靠南方供给。疫情当

前，如果蔬菜原产地暴发疫情势必会影响跨

城供应链，应及时启动备用方案，从其他城市

调货。同时，要提前与货源地沟通，保证交通

运输畅通，与供应商沟通，保证供应链完备。

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节日的保供。元旦、春节

期间，正是千家万户团聚的时候，而各地方农

副产品都会大幅涨价，保证节日期间供应也

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常规天气带来的微小波动并不稀奇，而

极端恶劣天气才真正值得重视。市场经济的

预见性往往不强，菜贩作为个体户，对未来的

判断预见往往依靠经验，需要政府通过对极

端、异常天气的预测，利用有形的手去调节无形

的手，保证蔬菜供给从生产链到最后供应链，形

成全链闭环，确保每个环节不出差错。”李波

涛说。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韦璐

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日，《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进一步指明了副中心发展的方向。根据《意见》，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

副中心基本建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的作用全面显现，“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完善成熟，与周边地

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副中心的承载力和吸引力，有序承接符合城市副中心发展

定位的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加强对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实现与雄安新区错位发展，有效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在12月1日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承接疏解

与雄安新区错位发展

集中建设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形

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丛亮表示，雄安新区是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目前新区已

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

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从今年起，部分在京部

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

批向新区疏解。

而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另外一翼，与雄

安新区各有分工，错位承接功能疏解。目前，

副中心城市框架已经有序拉开，北京市委市

政府等市级机关正式迁入，第一批搬迁涉及

35个部门、165个单位、约1.2万人，示范带动

作用明显。

同时，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

建筑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综合交通枢纽

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球主题公园盛大

开园。积极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城市副中心

集聚，张家湾设计小镇累计注册企业195家。

如何进一步有序承接中心城区的非首都

功能疏解方面？《意见》提出了针对性的支持

政策和保障措施。在支持政策方面，研究制定

了中心城区存量疏解的综合政策，允许符合

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相关疏解单位新建或

购买办公场所；符合条件的，可以划拨方式供

应土地。

具体来看，副中心将探索土地管理利用

制度改革。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

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创新低效、闲置

国有土地利用政策。优化完善土地招拍挂出

让制度，推广用地预申请制度，加大用地预审

和用地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改进优化建设用

地审批流程。

在保障措施方面，《意见》提出，有序推进

中心城区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在

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地区合理布局，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同时，为了解决住的问题，加大共

有产权住房供应，优先满足符合条件的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迁入职工置业需要等。

宜居宜业

每年千亿以上投资规模

“作为疏解承接来说，我们就是要打造好

副中心的宜居宜业的环境。现在通州区有184

万人，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到副中心来，实现

中央提出的承接中心城区、承接非首都功能

疏解的目标。副中心作为重要承载地，《意见》

的实施将会让这一翼打造得更加有力，发挥

的作用更大。”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

述强谈道。

宜居意味着优秀的生态环境，副中心正

着力建设“蓝绿交织、水城相融”之都，打造国

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目前，副中心万亩森林公

园有8个，千亩以上森林组团32个，森林覆盖

率33%，目标到202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36.5%。同时，大运河流经通州，未来将实现京

冀60公里通航。

不仅是绿色森林，绿色能源和绿色建造

也是副中心发展的重点。在绿色能源方面，副

中心将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专项行动，严控

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比如在行政办公区，冬

天采暖使用地源热泵，没有使用煤和天然气，

夏天空调也是地源热泵，用的是电，今后我们

更多引入绿电、风能发电，在绿色能源上起到

示范和带动作用。绿色建筑方面，副中心今后

所有的建筑都要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崔述强谈道。

宜业则意味着更优良的营商环境。《意

见》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政策举措，如加紧布局

数字新基建，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政

策在城市副中心落地实施。这意味着副中心

科技创新将比照中关村，中关村有什么政策，

副中心就落实相关政策。

同时，聚焦提升金融商务服务功能，

副中心将打造京津冀金融创新、高端商务

发展高地，鼓励熟悉国际法律准则的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在城市副中心

布局，同时鼓励公募REITs基金管理人在

城市副中心落户发展，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发

展等。

“‘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每年将保持

千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聚焦科技创新、行政

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四个主导功能，强

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以运河商务区为重

要载体，推动‘两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和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抓住环球主题公园和大运

河文化带两大资源，推动文化旅游商务融合

发展。”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副主任李文

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北京商报记者从运河商务区了解到，商

务区现代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经济发展态

势已初步形成。截至2021年10月底，运河商务

区共有注册企业14739家，注册资本金3861亿

元。随着一批高端优质企业的落地，园区的产

业结构持续优化，税收状况实现了从楼宇销

售占主导向总部、金融产业为主的转变，税源

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更趋合理。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目标

初步构建“城市副中

心质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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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成现代化城市副中心

城市副中心前三季度经济数据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和人口转移

作用全面显现
“城市副中心质量”

体系完善成熟

与周边地区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2月已至，年关不远，百姓“菜篮子”供应情况备受关注。前段时间“疯涨”的蔬

菜价格如何了？“杀年猪”时节将至，猪肉价格又是否会出现跳涨？北京商报记者发

现，目前北京冬储蔬菜的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猪肉价格虽有波动，但对普通市民的

消费影响却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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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8亿元
同比增长7.5%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第一产业同比增长6.4%

第二产业同比增长2.7%

第三产业同比增长10.3%

租赁商务服务业

增加值增速

3.3%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增加值增速

7.4%

金融业

增加值增速

19.3%

2025年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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