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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更均衡

——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前 10 名省份全部来自中
西部，消费名义增速前 10 名省份
有9个来自中西部

“我对目前的收入和消费都比较满意。”
深圳市民袁勇平热爱美食，每逢周末都要在
早茶餐厅里度过整个上午，有时还去附近的
广州、潮汕等地品尝美食。袁勇平是企业管
理人员，收入较高，消费水平也不低。“今年
我准备添置一辆新能源汽车，最近一直在研
究各个品牌和车型的差别。”袁勇平说。

过去一年，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平
稳增长，在疫情背景下更是来之不易。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名义增
长4.7%，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2.1%，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消费支出稳步恢
复，降幅逐季收窄，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达21210元。

分地区看，收入方面排名靠前的上海、
北京、浙江等东部 9 省份 2020 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全国水平。同时，人均消费支
出排名靠前的10个省份中，8个是东部省份。

看绝对水平，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消费
水平仍居前列。看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表
现更为抢眼。

“前几年，新疆的物价相对于收入水平来
说是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物流成本高。近几
年随着经济发展、交通运输条件改善，这种
情况正在好转。”新疆乌鲁木齐市民梁永在一
所高校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经营了一家网
店，出售坚果、果干等特产，算上副业，每
月收入近万元。“我平时喜欢摄影、玩音乐，
这些爱好比较‘烧钱’，但以目前的收入水平
看，手头还是宽绰的。”梁永说。

“旅游旺季时，每天刨除油费能净赚几百
元，包车还能挣得更多。”云南大理的网约车
司机刘新介绍，去年下半年国内旅游业迅速
复苏，带动从业者收入也提高不少。“受国外
疫情影响，游客的出境游需求很大程度上转
化成了国内游。春节、寒假到了，又要忙起
来了！”刘新说。

徐鹏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公司从事市场
营销工作。徐鹏介绍，去年上半年公司各项
业务一度陷入停顿，随着下半年市场回暖，
业绩重新上扬。“下半年行情好，奖金拿了不
少。去年我和妻子收入有十余万元、小有增
长，国庆节全家人还去上海玩了一趟。”

总体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居民收
入、消费支出方面的差距正快速缩小，各地
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更加均衡。2020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排名前 10
中，前 10 名均为中西部省份，前 3 名的西

藏、四川、贵州均为西部省份。看消费增
速，2020年共有11个省份的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实现名义增长，增速排名前 10中有 9个是
中西部省份，前 3 名的云南、重庆、青海均
为西部省份。

城乡差距在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
一步缩小，农村居民消费实际增速
快于城镇居民5.9个百分点

“想不到我快六十岁的人，又能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收入。”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黄道

乡村民肖满香在贵州百汇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工作，每月能领取工资2400余元，不仅基
本生活有了保障，还能小有积蓄。

“年景好、菜价高，大家收入都涨了不
少。”公司董事长、黄道乡蔬菜种植大户杨元
桃在当地建立了大棚蔬菜基地，基地种植的
丝瓜、苦瓜、辣椒、黄瓜等蔬菜去年喜获丰
收，供不应求，俏销贵州、湖南多地，带动
了在基地工作的村民们增收致富。

“2020年玉米行情好，甜玉米收购价上涨
不少，我的收入比往年多了5万余元。”在内
蒙古巴林右旗，蒙古族汉子长山种植了 500
亩甜玉米。近年来，他靠种植甜玉米并销售
给当地的深加工企业，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
源。受益于惠农税收政策，长山销售自家产

的玉米免征增值税。“减税降费增加了到手收
入，订单农业保证了农产品销路，大家种植
积极性都很高！”长山说。

2020年，中国粮食生产喜获“十七连丰”，
极大推动了农村居民增收。“粮食产量再获丰
收，生猪出栏加快恢复以及玉米、猪牛羊等
部分农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共同推动农村
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增长 6.6%，有
力支撑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增长。”国家统
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方晓丹说。

方晓丹分析，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稳
步推进，农村就业创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各地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本地就业机会，
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5.9%。

全年看，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

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
民。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7131 元，名义增长 6.9%，实际增长
3.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 元，
名义增长3.5%，实际增长1.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和实
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 3.4 和 2.6 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 2.64缩小至
2.56，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方
晓丹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在加速
“买起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13713 元，名义增长 2.9%；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7007 元，名义下降
3.8%。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名
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 6.7 和
5.9个百分点。

回升向好有支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
翻一番；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将持
续起效发力，居民收入和消费有望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去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我们在
线上线下同时供应，销量上去了、资金压力
小了。”谭学彬在四川省峨眉山市开了一家豆
腐脑店，过去一年里，他的小店受益于市场
回暖、税费减免等因素，扛住了工资、房租
等各项成本，店员们收入也有了保障。

在经营性收入方面，2020年，随着疫情
防控的常态化，中国居民经营活动逐步好
转，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达5307元，增
速由前三季度下降2.0%转为增长1.1%，人均
经营净收入增速实现转正。

在工资性收入方面，2020年，各地多措
并举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全国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调查失业率逐步回落，带动全国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4.3%，达17917元。

在转移性收入方面，2020年，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覆盖面扩大，最低生
活保障政策不断完善，各地加大困难群众救
助补贴力度，发挥兜住居民收入增长底盘的

“稳定器”作用，带动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增长8.7%，达6173元。

各类收入均实现增长，共同推动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过去 10 年间翻了一番。

“扣除价格因素后，2011-2020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2%，十年累计
实际增长100.8%。”方晓丹说。

收入为消费提供了基础和前提。2020年
7月，商品零售额月度增速转正；8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增速转正；9 月，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季度增速转正；10月，餐饮
收入月度增速年内首次转正；12月，餐饮收
入季度增速转正……“2020年，中国消费市
场复苏态势持续，市场销售呈现逐季恢复态
势，连续五个月同比正增长。”国家统计局贸
易外经司司长董礼华说。

近期，各省区市“两会”陆续召开。新
一年，各地在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方面
有何目标？

东部地区的目标多侧重于强基础、优结
构。面向 2021 年“小目标”，上海提出实现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面向“十四五”，北京市提出要着力提高
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面向 2035 远
景，江苏省则提出居民人均收入在2020年基
础上翻一番以上。

中西部省份则确定了不少数字指标具
体、跨越性强的目标。山西省提出，2021年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和 8%
以上；贵州省提出，2021年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左右和 9%左
右；广西提出，“十四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要实现年均增长 6.5%、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年均增长8%左右。

“2021 年，随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将持续起效发力，
消费市场稳定恢复的基础将更加牢固，有望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董礼华说。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宣布，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2 亿
千瓦。其中，全口径煤电装机容量10.8亿千
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9.1%，首次降
至50%以下。

“十三五”时期，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
容量年均增长7.6%，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年
均增长 13.1%，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 2015年
底的 34.8%上升至 2020 年底的 44.8%，提升
10 个百分点；煤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速为
3.7%，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从2015年底的59%
下降至2020年底的49.1%。

2020年，全国新增并网风电、太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7167 万千瓦和 4820 万千
瓦，新增并网风电装机规模创历史新高，新
增太阳能发电装机也创下 2017 年 5306 万千
瓦之后的新高。

针对“风光”新增发电装机的较大规模

增长，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风
电、光伏发电发展预期进一步明确，中国作
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目标
承诺，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预期，充分调动了
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数据显示，2020年电
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5244 亿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投资
分别增长70.6%、66.4%、19%。

与此同时，能源消费也呈现出明显的电
气化趋势，主要体现为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深
度替代，这对于促进能源清洁化发展同样意
义重大。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副主
任张琳介绍，“十三五”期间，全国电能替
代规模超过8000亿千瓦时，占新增用电规模
的44%。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随机

性、波动性的特征，未来，随着新能源大规模、
高比例接入电力系统，消纳问题如何解决，
如何更好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近年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新能源
弃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2020年全国平均弃
风率、弃光率已降至 3%、2%。但同时还要
看到，在一些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较高的省
份，比如新疆、甘肃的弃风率还在 10.3%、
6.4%。”张琳说，预计 2025 年，全国新能源
发电量占比将从目前的 9.7%上升到 16.7%，
部分省份将突破35%，消纳瓶颈问题还应引
起高度重视。

张琳建议，要加快抽水蓄能、调峰气电
建设，实施电化学储能技术应用以及市场化
交易等解决消纳问题；同时，煤电要起到托
底保供作用，继续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承
担系统调峰、调频和备用，服务新能源更大
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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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些 省 份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快？哪些地方的消费者花钱更
爽快？今年各地提升居民收入
和消费水平又有什么新目标？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20年各省份居民收入和消费
支出情况的有关数据。陆续召
开的地方两会也公布了2021 年
各省区市的居民收入及消费目
标，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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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在景区、广场、
步行街挂起火红的灯笼，营造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图为2
月6日，小朋友在玉泉区大召步行街的灯笼长廊下玩耍。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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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在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内，市民正在选购水果。 江 胜摄 （人民视觉）

近期，浙江省诸暨市人社部门与企业推出“共享员工”线上平台，
为“共享员工”提供第一手资料进行人员匹配。图为2月3日，在位于诸
暨市的浙江丰悦针纺有限公司车间内，员工在领取工资。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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