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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经济观察⑩

8月2日，国家发改委就扩大消费有关
工作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发改委综合司
巡视员刘宇南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
年，我国消费运行总体平稳，消费结构持
续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
提高。促进消费，就是要围绕消费升级的
方向，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
切实满足基本消费，持续提升传统消费，
大力培育新兴消费，激发潜在消费，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持续旺
盛。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
到 28.2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1.4%。国内旅
游收入2.45万亿元，增长12.5%。全国电影
票房320.3亿元，观影人次达到9.01亿，分
别增长 17.8%和 15.3%。马拉松等体育消费
势头强劲，经常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不
断增加。”刘宇南介绍。

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表示，旅游
市场呈现 3 个特点：一是假日旅游持续增
长。春节、五一、端午节全国共接待了
6.22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 5980 亿元。
二是乡村旅游亮点纷呈。双休日和长假期
间，城市游客选择去乡村感受民俗文化，

吃农家菜、住民宿、逛庙会成为备受欢迎
的假日体验。三是全域旅游成效显著。

“体育方面，今年我国体育产业持续高
速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风口’。预
计今年底，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将
超过 1%，体育消费将近 1 万亿，体育产业
机构数量增长超过 20%，吸纳就业人数超
过440万人。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50%，健身休闲产业和
竞赛表演业增速均超过 20%。同时，新模
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欧晓理说。

养老方面，发改委数据显示，到今年6
月份，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15.6
万个，各类养老床位达到700多万张，从业
人数超过 70万人，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占
比超过46%。服务质量稳步提升，超过93%
的养老院开展了医养结合服务，护理型床
位超过47%。

公共服务供给丰富

旺盛的消费需求，该如何满足？欧晓
理表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
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民间投资的活力，培育
和发展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
家政、培训等社会领域的服务业，不断丰
富公共服务供给，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几年乡村旅游发展迅猛，但也存在

短板。为了促进乡村旅游提质扩容，发改
委将制定出台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专
项政策性文件，重点要解决乡村旅游点外
部连接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
及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瓶颈问题。同时
推动实施一批‘景区带村’的联动发展项
目。在今年 10月底前召开一次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的现场会，将选择乡村旅游开展比
较好的地区来交流典型经验，并加以推
广。”欧晓理说。

谈及居民对家政服务的巨大需求，发
改委介绍，将主要从4个方面来推进家政服
务业的发展：一是要加强家政服务培训、
资格认定、员工权益保障、诚信体系建设
等方面的政策储备。二是要研究制定家政
服务提质扩容的三年实施方案。进一步推
动家政服务在建立分类培训体系、健全职
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
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三是开展家政服务
业典型案例的宣传和推广。四是开展家政
龙头企业和城市联动发展的试点。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
达到了 2.4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
17.3%，而且这个比例还会提升。”欧晓理
说，下一步，发改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加

强顶层设计。完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
体系，加快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
环境。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持续扩大
高质量养老服务供给。加大投入力度。安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改善养老设施条件，提升服务能力和安
全水平。同时，积极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

居民消费平稳增长

在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提升的背
景下，近年来不少消费者选择了海淘。对
此，刘宇南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购买力外
流、海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内居民
对高品质、高端产品和服务有了旺盛的需
求，而国内市场暂时没有办法满足居民需
要。二是一些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
信心有所不足。

刘宇南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环
节很重要：一是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
务供给。要大力支持国内企业加大技术研
发投入，提升中高端产品供给质量。积极
推动国内产品品牌建设，培育一批能够展
示中国优质形象的品牌和企业。同时，加
大消费领域有效有序开放力度和外企合资
合作。二是要加快完善消费产品和服务标
准体系。围绕消费需求旺盛、与群众日常

生活十分相关的重点消费品，构建新型
消费品标准体系，通过标准实施促进质
量提升。三是要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
建设。四是要优化消费者维权体系。要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虚假广告宣传，充
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维护消费者权
益的积极作用。

“随着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
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消费
软硬环境得到不断健全，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会逐步提高，这会使居民消费潜力进
一步释放。”刘宇南说，同时，汽车进口关
税下调政策效应将逐步释放，一些季节性
影响也会逐步消除，短期负面影响因素逐
步减弱以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应
当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总的来看，我
国居民消费仍然会保持平稳增长。

本报北京8月 2日电 （方雨薇）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薯类作物
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京举行。

据介绍，国家薯类作物研究中心
是在整合农科院在马铃薯和甘薯领域
研究力量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国家级薯
类作物研究公共平台。建立该中心旨
在有效整合薯类作物科技资源，探索
建立新形势下高效的农业科技协同创
新组织模式，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的薯类作物研发与成果展示平台。同
时，开展国内外合作研发交流，与国
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工作窗口实现

对接。夯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原有的合作关系并不断开拓新的合作
单位和方向，为“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更好的支撑。

中国作为马铃薯、甘薯、木薯和
山药等薯类作物的生产大国，主要薯
类作物年种植面积超过 1.5亿亩，占
全国可用耕地 8%左右。其中，马铃
薯和甘薯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
界第一位。薯类作物是中国粮食作物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发展对促进
中国种植业调整，支持农业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

本报北京 8月 2日电 （记者王
浩）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年
来，我国每年投入增殖放流资金约
10 亿元，放流各类水生物种近 400 亿
尾（只），取得了积极成效。通过开展
资源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建设、海洋
伏季休渔、限额捕捞试点等一系列措
施，不断提升渔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近日，2018 中俄联合增殖放流
活动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行，投放鲟
鳇鱼苗20多万尾以及鲢鱼幼鱼等650
万尾，对黑龙江渔业资源种群的恢复
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黑龙江是中俄

两国渔民共同的作业渔场，渔业可持
续发展对中俄双方具有重要意义。多
年来，双方在边境水域渔业生产、资
源养护、渔政管理、打击非法捕鱼等
方面开展了持续密切合作。

增殖放流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也是
稳定发展渔业生产、促进渔民增收的
有效途径。今年以来，中国与俄罗斯、
韩国、越南以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周边国家联合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与养护活动，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
生态效益，促进更广泛双边渔业合作。

8月2日，商务部发布2018年第二季度《中
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 与 《中国便利店景
气指数报告》。

《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8
年第二季度中国购物中心发展指数为 66.1，同
比上升1.3，环比下降1.4，高出荣枯线16.1，购
物中心市场仍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其中，现
状指数为61.9，环比下降2.5，主要受部分二三
线城市整体出租率和客流下降影响；预期指数
为 72.4，环比上升 0.3，并高出荣枯线 22.4，表
明企业对下半年保持信心和乐观的预期。从分
项指标看，宏观市场、租赁活跃度、运营表现

指数环比下降，但受益于零售新技术的运用，
成本控制指数环比上升2.2达41.8。一线城市市
场发展势能不减，发展指数为 69.5，环比上升
1.9，同比上升5.0。都市型物业指数为66.3，环
比上升 0.4，同比上升 2.3，表明市场对都市型
物业的租赁需求保持旺盛，但从中长期来看，
奥特莱斯型物业成长潜力不容小觑，品牌入驻
意愿较强。

《中国便利店景气指数报告》表明，2018年
第二季度便利店行业总体景气指数为70.25，高
于荣枯线20.25，便利店市场仍处于健康发展区
间。其中，便利店企业景气指数为 75.7，高于

荣枯线 25.7，环比下降 1.9；门店景气指数为
66.6，高于荣枯线 16.6，环比下降 1.2。企业与
门店景气指数同步小幅回落，反映出便利店企
业管理者与基层门店经营者对于第二季度整体
经营感受到一定压力。从分项指标看，门店销
售额指数、来客数指数与门店营业利润指数已
经连续三个季度同步保持上升，总体费用指数
环比下降，反映出便利店企业与门店盈利能力
不断提高。

整体而言，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购物中心
与便利店市场保持着稳定健康的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新技术的运用，
在给消费者带来全新
消费体验的同时，也
为购物中心、便利店
等实体商业注入新的
活力。

购物中心与便利店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王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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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长兴县依托企业和社区，建立残疾人庇护中心16家，通过“托
养+工疗”模式，加快解决劳动年龄段内的智力、精神和其他重度残疾人
就业难的问题。图为8月2日，在长兴县长兴达峰残疾人小康阳光庇护中
心，残疾人正在绣来自企业的十字绣订单。 谭云俸摄 （人民视觉）

8 月 2 日，江苏
大学志愿者带着镇江
市宝塔路街道润州花
园社区的小朋友走进
丹徒国家基本气象
站，参观体验各种气
象监测仪器的功能，
学习气象科普知识，
丰富暑期生活。图为
志愿者带着小朋友在
室外气象监测场学习
气象知识。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学气象科普学气象科普
度快乐暑假度快乐暑假

档案馆里知识多档案馆里知识多康复就业有保障康复就业有保障

据新华社上海8月2日电（记者
孙丽萍、高少华） 第 16 届中国国际
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2 日在上海举
行，并发布了 《2018 年 1—6 月中国
游戏产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上
半年，中国游戏市场销售收入1050亿
元，同比增长5.2％。与此同时，中国游
戏用户规模达5.3亿人，同比增长4%。

今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中，
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为 634.1 亿

元，占比逾60%；客户端游戏市场销
售收入 315.5 亿元，占比 30%。移动
游戏仍是中国游戏市场增长的主要动
力，但增速已明显放缓。

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在国内
市场销售收入798.2亿元人民币，实现
海外销售收入46.3亿美元。游戏产业与
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等数字内容产业
的互动进一步加强，数字内容产业细
分领域加速融合，产业链条逐渐完善。

本报北京8月2日电（记者林丽
鹂） 为了有效履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
管职责，保护消费者和商标权利人的
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
局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大打击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的通知。

通知指出，将对制售假冒伪劣商
品实施全链条打击。在总局部署的
2018 年度相关专项行动中，将打击
包括“傍名牌”在内的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其他商标侵权、相关虚假宣传
和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发现的涉嫌
重大违法线索，要对生产、销售等相
关环节进行全链条调查处理。各地监
管部门可从调查网络交易平台 （网
站） 入手，进一步发现上、下游涉嫌
违法生产经营者，并将违法线索及时
移送相关属地监管部门。属地监管部

门应逐一排查，对于情况属实的应依
法从严查处，并及时向社会披露。

通知强调，要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各地监管部门应充分发挥媒体
监督的作用，及时受理、认真调查
处理商标权利人和消费者的投诉、
举报，加大对相关违法广告的监测
力度，通过各种渠道扩大相关违法
线 索 的 来 源 。 要 落 实 经 营 主 体 责
任。督促网络交易平台 （网站） 经
营者履行法定义务，切实维护商标
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积极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相关专项治
理。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网络交
易平台 （网站），依法从严查处。要
加强部门监管协作。充分发挥网络
市场监管部门联席会议的作用，各司
其职，加强协作。对于涉嫌违法犯罪
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上半年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超千亿

市场监管总局将打击“傍名牌”

中国每年放流水生物种近400亿尾

8月2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档案馆联合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路街道红
旗里社区开展“体验档案文化”活动。社区小朋友走进秦皇岛市档案
馆，了解体验档案查找、整理、保管等流程，在体验中感受历史。图为
工作人员给小朋友演示档案查找程序。 曹建雄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