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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3

核心话题

北京学区房缘何热度不减？
口增速。而且，2000 年以后新增

出生的孩子要到 2022 年进入小

起来就很难，新建学校不仅要通

支持力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

贷利率不降反升、供给端开发商
信贷持续收紧导致资金链紧张

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房

的北京常住人口中青壮年占了
多数，再加上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学，从这个角度看在现有政策没
有根本性改变的状态下 2023 年

过层层审批，更要重新申请建设
用地，原本已拆掉的小学已被建

育事业费由 2013 年的 2.2 万元快
速增加至 2018 年的 3 万元，未来

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特别是北京
的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出快速

婴儿潮出生的居民陆续进入生
育期，其中仅 1982 年北京新出生

以前学区房热度仍很难降低。
再看小学数量变化情况，根

成高楼大厦，再想在老城区内找
到合适的教育场地几乎是不可

如果相关政策能持续也有利于缓
解学区房短期供需矛盾。

文/范欣

降温的态势。但这其中有一类

人口数就达 18.6 万人。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数据显示，北

能的，此外，还需要培养大量有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双重因素叠加就势必会引
发新一轮生育高峰，北京常住人
口中新出生人口数完美印证了

京小学数量在 1973 年达到 5888
所的高位，此后因合并和老城区
改造等多种原因导致小学数量不

资质的教师，很难在短时间内形
成有效供给。
由此可以看出，造成当前学

低会降低未来小学入学人数。
虽然 2007 年以来北京市常住人
口出生人数持续走高，但一方面

只是导致北京学区房火热的部

上述趋势，从 1991 年到 2006 年，

断减少，到 1995 年北京小学数量

区房的持续高烧背后的原因是

北京的常住人口数量 2017 年起

北京近年来学区房形成的

分原因，而并非全部或者说是根

每年北京新出生人口数量维持

有 2867 所，
这些小学仍可应对 80

多方面的，主要在于新出生人口

已开始下降，2018 年常住人口较

起点始于 2008 年，在这一年，北

本原因，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人口

在 10 万人左右的低位，最低时的

年代的婴儿潮。但由于1991年到

的周期性变化和中小学数量持

2017 年净减少 16.5 万人，另一方

京取消了初中试点学校和学科

数量变化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

2003 年全年新出生人口仅为 7.3

2006 年北京新出生人口数量持续

续减少的不匹配上。那么，未来

面由于二胎需求的集中释放和

类实验班招生，
“小升初”由学生

以及学校数量无法与之匹配上。

万人。但从 2007 年起，北京新出

走低，导致 1997 年起适龄小学生

学区房会一直这样火爆下去

高房价的因素影响北京的人口

的学籍所在地、户籍所在地和实

先看人口数量变化情况，新

生人口数量爆发式增加，2007 年

数量开始快速下降，当时小学普

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待

出生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北

际居住地共同决定。此后教育

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常住人口

当年达 13.4 万人，到 2014 年达顶

遍存在招生招不满的现象，这也

这一问题。

京新出生人口 2018 年已下降至

部在 2014 年出台了 19 个城市的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

仅有 420 万人，此后一直保持一

峰的 20.8 万人，几乎是 2003 年时

一方面是政策的变化。
“多校

17.8 万人，预计此后将呈现逐年

个稳定缓慢增长的趋势，到 1999

的 3 倍，此后的 4 年随着单独二

加剧了小学数量的减少，1996 年
北京尚有 2780 所小学，
到了 2012

划片”取代“单校划片”政策出台

下降的趋势，对应小学供需矛盾

并于 2015 年正式实施。2018 年，

年常住人口增长至 1257 万人，50

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年度

年，北京小学数量已下降至 1081

后，
在朝阳、
丰台等非名校集中区

有望在 2024 年得到充分化解。

由于学区房炒作之风过甚，北京
陆续开始实施“多校划片”取代

年常住人口仅增长了 2 倍，年均

新出生人口维持高位，2016 年新

的学区房已经出现退烧。同时，

仅增长 16.7 万人。但从 2000 年

出生人口也达到 20.2 万人的历

所，这期间年均减少超 100 所小
学。但是，
上面分析到，
2007 年以

近几年海淀的一些名校也加大了

情况基本与北京相似，短期中小

“单校划片”，但因众多名校多集

起，北京常住人口进入爆发式增

后北京的新出生人口又重回增长

中于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等

长期 ，到 2016 年顶峰时已增至

史次新高。2007 年及以后出生
的孩子到 2013 年陆续到了小学

区间，这部分孩子在 2013 年及以

跨区办学的力度，选派优秀师资
到分校承担教学工作，这对于未

学供需矛盾会导致学区房价格
坚挺，需通过平衡学校资源和加

重点区域，因而这些区域的学区

2172.9 万人，年均增长达到了惊

入学年龄，从新出生人口数量的

后将陆续入学，此时小学的供需

来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平衡将起到

大财政对教育投入力度解决，长

房价格是最为坚挺的。

人的 57.2 万人，16 年间人口增速

变化看，学区房的真正开始火爆
是从 2013 年开始的。2016 年新

矛盾就开始集中凸显。
可是，小学减少了容易再建

一定推动作用。而且，近年来北
京市也加大了财政对教育资源的

期则随着新出生人口的下降学
区房投资价值也会随之下降。

因建成年代较为久远而被称为
“老破小”的房子价格却十分坚
挺，这类房子就是学区房，学区
房价格坚挺的逻辑值得深思。

其实，中小学就近入学政策

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 50 年的人

另一方面是生育率持续走

放眼全国，其他一二线城市

国际观察

社保金不足问题被美国社会长期忽视
对于很多美国的退休职工

文 / 魏欣

保基金存在 13.2 万亿美元的缺

个最大可征税收入上限，让更多

和党希望在未来逐步把这个年

退休状态。他们从社保基金的

来说，社保金一直是一个长期争

口。在美国政府财政债务居高

富裕阶层的收入可以被纳入征

龄提升到 68 岁或者 70 岁。这样

缴纳人转变成了受益人，而他们

议的话题。根据 9 月美国老年人

不下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资金

税范围，充实基金的来源。对于

可以减少退休人员领取社保金

的后代数量显著萎缩，并且就业

联盟的估计，由于生活成本的上

缺口非常难以填补。民主党和

低收入老年人，民主党希望提升

的年限，降低基金开支。在个人

困难。美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工

升，2020 年社保基金受益人每月

共和党在社保基金改革的目标

其获得的福利水平。民主党还

所得税问题上，共和党希望把社

作机会大量减少，工资上涨幅度

平均领取的金额将从现在的

上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思

打算把社保金额度的年度调整

保金作为一个完全免税的收入

也在停滞。这使社保基金的收

1460 美 元 提 升 到 1483.4 美 元 。

作者为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

路。特朗普从就任以来都未能

比例从城镇工资上涨指数改成

来源。因为基金的目的本就是

入增长乏力，收支平衡被逐步打

每一次的社保金上调大都是根

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有效重视这个问题，这致使社保

老年人消费物价指数，因为过去

为了照顾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

破。生物医疗技术的发展，也让

问题的巨大隐患被一再拖延。

据美国城镇职工收入指数的变
化来调整的。在过去十多年中，

20 年间，美国社会的工资上涨幅

对这部分收入征税的意义不大，

过去很多无法医治的疾病不再

美国的社保基金在解决贫

度长期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也让

还增加了征税环节的政府开

成为问题，提升了美国人口的平

很多退休职工越来越感觉到自
己领取到的社保金不够用。但

支。在社保金额度的年度调整
比例上，共和党希望与“链式消

均寿命。这让受益人能够更长
时间从社保基金中领取资金，加
重了它的负担。

受到影响。对于 34%的退休职
平均增幅只有 1.4%。这导致从
2000 年以来，社保金的实际购买

工来说，他们 90%的生活费用来

困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过
很多积极的作用。1935 年，根据

力已经损失了约三分之一。更

自于社保金。而且特朗普总统
还曾经提出通过降低社保缴费

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保障法

是这个改变切断了社保基金收

费 者 物 价 指 数 ”挂 钩 。 简 单 来

案”，美国政府设立了“老年人、

入和支出两端的联动关系。因

说，如果一项商品突然涨价，消

幸存者和残障人士保险”，简称

为基金的收入端是跟随城镇职

费者会转向购买未涨价的替代

社保基金的窘境是美国社会贫

社会保险。今年美国预算与政

工的工资收入同步上涨，如果支

性商品，以缩减开支。这种指数

困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当全球

策优先中心的数据显示，社保基
金目前有约 6200 万受益人。有

出端改为与物价挂钩，这很可能
增加基金的管理难度和风险。

会跟踪消费者对于替代性商品
的转向行为，所以其涨幅会稍微

化给美国带来长期低通胀的优
势时，工作机会的流失和工资增

2200 万人需要依靠社保金才能

这还会让很多在职职工感到，当

慢于一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长的滞后使贫困问题在美国各

摆脱贫困。试想如果社保基金

自己工资不够花的时候，为什么

使用这种指数后，退休金每年的

地蔓延。社保基金的不足表面

出现被耗尽的情况，美国社会的

退休职工的社保金涨幅比自己

调整幅度也会稍稍小于普通意

上是国会在退休职工和在职职

贫困化问题将会显著加剧。

的工资涨幅还要快。

义上的通货膨胀。

工之间艰难的利益平衡，但实质

民主党希望从提升收入和
增加开支的角度来解决社保基
金的困境。目前社保的最大可

共和党则希望从缩减开支
的角度来入手。由于人均寿命
的增长，到 2022 年，1960 年和以

社保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复
杂和多方面的，也让解决方案变
得困难。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导

上是美国整个劳工阶层在全球
化过程中被长期忽视的结果。
试想，当在职职工的生活都相当

征税收入是 132900 美元，征税比

后出生的人全额领取退休金的

致人口结构中最大的一部分人，

艰辛，那些退休职工的社保金收

例是 12.4%。民主党希望提升这

年龄将会从 65 岁变成 67 岁。共

正在逐步离开劳动力市场，进入

入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

茶品牌已经获得动辄数千万乃至
上亿元的 A 轮融资，得以设立工

品牌侧重于提供统一产品，只要
加盟商管理得当，完全可以将产

产品和服务品质始终维持在一
定水平。据加盟店主自爆进入

名第三，仅次于两大成名已久的
全国性奶茶品牌。不过据其自

见、品牌不一的奶茶连锁店盈亏
状况早就颇为好奇。不久前刚

厂并加速开店。与坚果零食、夜

品非常标准化地呈现给消费

经营稳定期仍经常遭受来自总

称，尚未开展加盟甚至直营店迄

宵生鲜、运动健身、鲜花电商一

者。一味强调“商家明明自己可

部的压力，后者会不定时派管理

今也未在长沙以外落地。假设

好看到了一篇 10 万+的刷屏公

样，资本的入场赋予了新品牌们

以挣钱，为什么要带非亲非故的

层到店内检查卫生和物料保质

这 一 品 牌 放 开 加 盟 ，是 否 也 是

众号文章，直指几乎所有奶茶加

更多的可能性，也有了“掀桌子”
推倒重来的能力。在资本看来，

你一起玩”，可能属于对底层商
业逻辑不甚明了的键盘党。

期 ，派 神 秘 顾 客 到 店 内 购 买 产
品，检查店员的仪表妆容、服务

“坑”，也是要开始“割韭菜”呢？
恐 怕 人 人 争 先 ，想 被“ 坑 ”、被

加严重的是，社保基金的可持续

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思考，

金额来减轻在职职工负担，刺激
性问题也越来越紧迫。从今年
经济发展的方案。这相当于社
开始，社保基金的支出已经大于
保基金的资金收入有可能在目
收入。
根据美国社保基金 2019 年

前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目前美国两党在社保基金

受托人报告的计算，如果国会没
改革问题上形成了僵持局面，这
有更加实质性的法案通过的话，
导致该问题被长期忽视。早在
目前社保基金的 2.9 万亿美元余
1985 年，社保基金托管理事会就
额资产在 2034 年就会耗尽。如
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社保基金
将只能使用当期缴纳人的支付
金额来支付受益人。受益人每

在年度报告中警告，在下一个 75
年当中，如果想要不降低社保金
发放额度，就需要增加社保基金
的收入来源。根据其最新的报

月可能损失 23%的社保金 ，因此
告，在 2034 年至 2092 年之间，社
很多退休职工的生活质量将会

商业点评

奶茶加盟真的不挣钱？
作为对实体经营不易有一

文 / 蒋光祥

定 感 知 的 人 ，对 近 年 来 街 头 常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盟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就
是“坑”，本质上就是厂家在割加
盟者的韭菜。甚是“于我心有戚

与年轻人喜欢拿星巴克作为表明

以某一二线城市常见的头

态度、奶茶质量。总部还会每月

“割”也不见得有机会。简而言

址则更偏向商圈和写字楼的奶
茶品牌，应该说整个奶茶消费市

自己生活方式的标签一样，最好

部奶茶品牌（来自于我国宝岛台

一次对所有门店的综合成绩排

之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奶 茶 这 个 行

的前景就是奶茶有一天也成为这

湾）为例，尽管属于消费者追捧

名，靠后的门店会上“黑榜”。这

业，可能的确存在 50%以上乃至

长沙街头有一个生存了五

场在走向健康、天然，并且目标

六年的本土奶茶品牌，名字四个

群体开始升级，从以往主要面向

种标签。资本与奶茶加盟商同样
期待着人们拿起一杯咖啡时的心

多年的现象级品牌之一，但其开
放加盟的时间要在之前两家知

样质量的加盟店又有什么理由
会被消费者遗忘而挣不到钱呢？

更高的倒闭率，但是对凭实力脱
颖而出，又有历史沉淀、加盟管

字，密集程度已经达到了就差隔
壁并排开店。店内装饰、餐具和

学生群体开始转向 25～35 岁的

情是什么样，拿起一杯茶饮时的

名品牌（加盟店均过千家）之后，

回到文初提及的长沙本土

理得当的品牌并不适用，其给品

心情就是什么样。
“消费升级”
“新

迄今也不过数百家，以加盟和管

奶茶品牌，根据舆情检测与相关

牌与加盟商带来利益是大概率

周边都有古风元素，这些可以理

那群更具购买力的年轻人。与
喝咖啡做一个通俗的比较，既然

一代生活方式”这些痕迹要打在

理制度严苛著称。这也就不难

数据库营销数据，其在微博被提

事件，不清楚为何要一棍子把全

解为噱头，奇怪的是每家店都在

进星巴克点一杯咖啡可以成为

那些明星茶饮品牌之上，毕竟它

理解其国内数百家加盟店能将

及的条数在所有奶茶品牌中排

行业一起打死？

排队。这光靠噱头肯定不行，第

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国内新式奶

们有着高频消费、
高现金流、
高吸

一反应应该是雇了“黄牛”党充

茶同样可以承载更多品牌价值

客能力的特性。

场。我与同事几天内特意选了不

和体验，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

同地点的几处店面，选择了不同

式。仅从店员的现场操作流程

奶茶加盟到底能不能挣钱之上，

品种的奶茶，现场排队“尽调”了

来看，现在的两者倒是并无太大

一把。尽管我们人生经验有限，

区别。
“1 点点”等头部奶茶品牌

难道资本也一并看走了眼？显然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加盟，而是在

戚焉”，
直到我去了一趟长沙。

但足以发现排队的应该不是黄

均 采 用 了 标 准 操 作 程 序（又 称

这又使得话题转回到一开始

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市场安全稳定
为切实维护节日期间市场安全稳

和节日消费特点，以大型商超、购物中

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多渠道

定，国庆节假日期间，海淀区市场监管

心等为重点区域，加大对重点品种、重

发布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和

局执法人员全力守护辖区内节日市场

点单位、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全

消费警示提示，引导广大群众科学理性

秩序，
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面排查风险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市场秩

消费，广泛公布公示投诉举报电话，发

序安全稳定。

动和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监督，着力

于选了什么品牌去加盟，
是
“爱惜

牛。特别是我在其他场合试探性

SOP）来管理旗下的近千家加盟

羽毛”、加盟门槛苛刻的头部品

地随机问了几个本地消费者之

门店，SOP 对茶汤的纯度、奶茶

牌，
还是加盟费不贵，
但品牌没有
一是深入一线督查督导，加强市场

后，他们给出的是发自内心的肯
定答案。这自发的拥护与火爆的
经营状况，
不禁使我开始反思，
是
否奶茶加盟真的不挣钱？
从均价 5～10 元，爱开在学

的甜度、奶盖的厚度做出了极为
细致的规定。

历史沉淀，甚至是“捞一票就走”
秩序严格执法。围绕节日期间肉类供

三是强化值班应急力量，全力做好

构建市场监管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

应、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深

服务保障。以最高标准、最强组织、最

围，确保辖区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节日。

的类山寨品牌；加盟模式是形而

即便是传统奶茶，
“香飘飘”
在年复一年绕地球 N 圈的同时，

上的似是而非与“散养”，还是品

入一线开展督查督导，详细了解辖区内

实举措、最佳状态投入国庆服务保障，

牌方身体力行，标准执行一字不

商场、超市等肉类供应和销售情况、特

每日安排充足的执法力量进行巡查检

也给 A 股奉献了一家质地相当不

差等等。据悉，目前除了喜茶等

种设备安全及食品安全卫生情况，对检

查，强化应急值守力量和舆情处置工
作，确保市场监管工作“精精益求精，万
万无一失”。

校周边，原料以冲泡粉剂为主的

错的上市公司。因而也就不难理

极少数奶茶品牌，大多数奶茶在

查发现问题立即督促整改，确保节日巡

“台湾奶茶”
“ 珍珠奶茶”铺子开
始，到以售卖由鲜茶叶和品质牛

解现在的品牌奶茶将目光盯上年

做出品牌效应后，还是会考虑利

查和服务保障措施落实到位。

轻人、
公司人的同时，
资本大鳄将

用加盟制扩张来“借力”，这本是

红盾之窗
二是突出重点排查隐患，加大高风

国庆期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在加

险食品抽检。结合重大活动服务保障

大监督检查的同时，还加强了市场监管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栏

奶现泡，均价 15～35 元为主，选

眼光盯上这些奶茶品牌。一些奶

无可厚非的“双赢”之举。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