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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多地派发“消费券”，这笔经济账咋算
从千万元到亿元不等，意在推动服务业复苏度过疫情冰封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杰 杜亚慧

消费券“大手笔”
促进文旅市场复苏

最近，消费券火了。为尽快恢
复往日城市生活，带动消费，拉动
城市经济，国内不少地方推出了
消费券等相关政策。根据公开报
道，济南市是疫情防控期间最早
提出发放消费券的城市。

3月2日，济南市委市政府印
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实
施意见》。为兼顾防疫与经济社会
发展，该《意见》共制定了53条措
施，其中第35条提出，济南将开展
惠民消费活动，面向景区、旅行社、
影院、演艺场所、书店等推出2000
万元消费券，拉动文旅消费。

5日，浙江省建德市宣布，将
向外地游客发放1000万元旅游消
费券，每人可领面值500元，用于
住宿、景点、餐饮等，外地游客扫
码即可领取。

6日，辽宁省发布《支持文化
和旅游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政策措
施》，鼓励向大众发放惠民文化和
旅游消费券，促进文化和旅游市
场复苏。

12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杨建武公开表示，浙江将
推出总价达10亿元的文旅消费券
和1亿元的文旅消费大红包。

13日，宁波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也宣布，宁波市、区县（市）政

府、企业将联合推出1亿元的文化
和旅游惠民消费券，所有市民和游
客可在指定平台上领取，在指定的
景区、酒店、影剧院、书店等文化旅
游场所凭消费券享受优惠折扣，享
受更优质的文旅产品和服务。

此外，宁波还将推出健身消
费券，由各场馆根据各自不同规
模、容量，向市民发放健身消费
券，市民凭券可免费使用场馆场
地设施健身，有关具体方案正在
研究制订之中。

13日，南京宣布发放3 . 18亿
元的消费券。其中第一阶段5000
万元的电子消费券已于15日凌晨
线上开启。

也有不少城市开始补贴汽车
消费。湖南省长沙市3月14日出台
政策，购买49种车型的汽车可享
9 . 7折，最高补贴3000元。此前，广
州市也发文称，自3月至12月底，在
使用环节对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
给予每车1万元综合性补贴。

此外，河北、四川等地政府也
发文鼓励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

从之前放开餐饮等城市服务
业，让市民能出来消费，随后机关
干部带头消费，让市民敢出来消
费到如今发放消费券，引导市民
出来消费。

多地政府的这一套“组合拳”
意图明确，通过政府引导与商家
促销相结合，尽快形成现实购买
力，帮助城市第三产业快速度过
疫情冰封期。

将对城市消费增长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据公开报道，南京市所发
放消费券种类翔实，包含餐饮消
费券、体育消费券、图书消费券、
乡村旅游消费券、信息消费券、困
难群众消费券、工会会员消费券
等七大类。

第一批参加摇号报名的5000
万电子消费券中，餐饮消费券总
额2000万元，发放20万笔，每笔额
度100元；体育消费券总额1000万
元，发放20万笔，每笔额度50元；
信息消费券总额1300万元，发放
13万笔，每笔额度100元；图书消
费券总额700万元，发放14万笔，
每笔额度50元。

济南市虽于2日便公布相
关消息，但关于2000万元文旅
消费券的相关细节，目前未对
外公布。

对比各地消费券的适用内
容，尽管各地消费券名称有异，
适用范围有所差别，实则“大同
小异”，重点聚焦在文旅、餐饮
两大项目。

众所周知，文旅行业一繁荣，
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餐饮、住宿
行业的繁荣。从济南文旅推广饭
店联盟成立，济南多家知名酒店
发起“保障就餐环境”倡议书等相
关新闻便可探知，文旅与城市餐
饮行业之间的紧密关系。

另外，各地政府纷纷于此时
相继发放消费券，除了振奋因疫
情被冰冻的城市服务产业，与即
将而来的清明、五一假期也密不
可分。随着疫情缓和，各地发放文
旅消费券加之旅游旺季到来，势
必会对城市消费增长起到事半功
倍的促进作用。

非常时期提振经济
消费券功不可没

消费券就是可以用来购买消
费品，但不能兑换成现金的票证。
形式上，消费券与几十年前的粮
票、布票，乃至市场流行的购物
卡、储值卡并无本质不同。

企业发放消费券相对普遍，
这也被认为是一种企业扩大市场
的促销手段。鉴于政府对经济发
展的巨大作用，政府发放消费券
的做法较少见，它不仅直接影响
人们消费行为，也会对公共资源
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因而，政府发放消费券，可以
被看作经济低迷时，政府支付给
居民用于未来消费的支付凭证，
其目的是以刺激民众购买力与消
费欲望的方式振兴消费活动。

国内受益于“消费券”最大
的，莫过于杭州市。该市在2009年
分两阶段、三批次发放了总额共
计达到9 . 1亿元的消费券。当年，
杭州城市经济发展在3月见底后，
迅速反弹，且远超全国速度，表明
消费券具有明显的短期效果。同
年，成都、南京、广东等地也向市
民发放了消费券。

由此看来，消费券在特殊时
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消费券扩
大了需求，需求带动了生产端的
回暖，从而稳定了就业。就业稳
定，居民收入也会随之增加，居民
消费从而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此番适逢疫情大背景，各地
推出消费券相关政策，动机不难
理解。

众所周知，文旅、餐饮行业
在城市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带动城市消费、发展
夜经济、提升城市形象都离不
开该行业。文旅行业虽受疫
情冲击较大，但该行业本身
具有消费弹性，政府财政发
放的消费券可以精准地调控
行业，准确地引导消费，补回
失去的客源。

除了行业特殊性，济南市更
看重了类似文旅消费券对于大
众消费的刺激与带动。2018年山
东第二届文化惠民消费季，省市
县三级发放使用消费券9259 . 34
万元，直接拉动消费3 .7亿元；第
三届更是火爆，省市县三级共发
放使用文化惠民消费券1 . 12亿

元，直接带动消费5.78亿元。
其实，文旅消费券在济南

本地也有较高的识别度。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山东省已连
续举办三届的山东文化惠民消
费季。

自2017年始，每年的7月—
10月，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都
会如期举行。尽管每届消费季
主题不同，但每届都会发放文
化惠民消费券。第三届更是首
创文化和旅游消费定向券发
放活动，依托山东文化惠民消
费云服务平台，在现场发放活
动定向消费券。

“近水楼台先得月。”借鉴
以往三届山东文化惠民消费
季，在消费券的发放、使用、平

台管理等方面，省会济南无疑
学习到了得天独厚的管理经
验；而且历经三年推广，类似文
旅消费券在济南市更有了群众
基础。

借此，济南推行文旅消费券
也有了企业资源优势。每届文化
惠民消费季都带动了一批省内
优质文旅项目，第三届消费季签
约企业1542家，其中旅游及相关
企业579家。上述企业与文旅产
品中，有不少便是来自济南。

企业商家事先已具备丰富
的消费券线上、线下运营管理
经验，文旅消费券在济南推广，
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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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准确引导消费，补回失去的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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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晚，南京市委
市政府新媒体平台“南京
发布”称，南京将向市民和
困难群体发放总额为3 . 18
亿元的消费券，通过政府
引导与商家促销相结合，
推动服务业全面复苏。此
前的3月2日，济南市宣布
将发放2000万元的文旅消
费券。连日来，全国不少地
方宣布发放消费券。消费
券有何作用？各地消费券
都聚焦哪些行业？

3月2日
●

济南市提出开展
惠民消费活动，面向
景区、旅行社、影院、
演艺场所、书店等推
出2000万元消费券。

3月5日
●

浙江省建德市宣
布，向外地游客发放
1000万元旅游消费券，
每人可领面值500元，
游客扫码即可领取。

3月6日
●

辽宁省发文，鼓励
向大众发放惠民文化
和旅游消费券，促进文
化和旅游市场复苏。

3月12日
●

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副厅长杨建武公
开表示，浙江将推出
总价达10亿元的文旅
消费券和1亿元的文
旅消费大红包。

3月13日
●

宁波市宣布，推
出1亿元的文化和旅
游惠民消费券。

3月13日
●

南京宣布发放
3 . 18亿元消费券。其中
第一阶段5000万元电
子消费券已于15日凌
晨线上开启。

15日，济南春光明媚，

大明湖等景区游客明显多了

起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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