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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国黄金协会发布
2018 年 度 黄 金 行 业 数 据 。 2018
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1151.43
吨，连续6年保持全球第一位，与
2017年相比增长 5.73%。国内黄金
产量为 401.119吨，连续 12年位居
全球第一，与 2017 年相比，减产
25.023吨，同比下降5.87%。

看消费，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持
续回暖。其中，首饰和金条、工业及
其他用金继续稳定增长，金币销售
略有下降。2018年全国消费黄金首
饰 736.29 吨，同比增长 5.71%；金条

285.20 吨 ，同 比 增 长 3.19% ；金 币
24.00吨，同比下降7.69%；工业及其
他105.94吨，同比增长17.48%。

据中国黄金协会分析，2018
年黄金首饰消费继续增长，但增长
幅度有所放缓。其中，硬金、K金
类首饰表现抢眼，古法金以及文创
类产品兴起是带动黄金首饰消费增
长的主因。受四季度汇率、股市波
动等因素影响，市场对黄金的避险
需求推升，越来越多机构和居民倾
向于持有黄金，促使金条消费大幅
增长。另外，高端电子产品需求旺

盛，工业用金量继续增加。
看生产，国内黄金产量有所下

跌，进口原料金大幅增长。黄金行业
积极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不断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部分
处于自然保护区内的矿山有序退
出，一些技术装备落后的矿山减产
或关停整改，内蒙古、陕西等部分省

（区）矿产金产量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跌。2018年，进口原料产金大幅增长，
达到112.783吨，同比增长23.47%。

在全国矿产金产量大幅下降背
景下，大型黄金集团产量呈增长态
势，中国黄金、山东黄金、紫金矿
业、山东招金等十二家大型黄金企
业集团黄金产量占全国产量（含进
口 料）的 比 重 由 52.42% 提 高 至
55.08%，矿产金产量占全国的比重
由 40.65%提高至 44.55%。中国黄
金协会表示，这与大型企业集团近
年来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对行
业关键技术难题研发攻关、优化产
业结构密切相关。

再看价格，国际金价年内经历
几次波动。2018 年初，国际金价
以 1302.70 美元/盎司开盘后上涨，
此后的4个月内，国际金价在1330
美元/盎司上下窄幅波动，最高触
达 1366.05 美元/盎司。4 月底开始，

国际金价下跌，一度跌至 8 月的最
低价 1160.10 美元/盎司，随后反
弹，年底收于1282.20美元/盎司。国
际金价全年平均价格为 1270.57 美
元/盎司，同比增长 1.23%。国内金
价与国际金价表现出的波动趋势大
体一致，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合约全年平均价271.44元/克。

2018 年，中国黄金企业“走出
去”步伐加快，重点黄金企业集团境
外矿产金产量已达 23.4 吨。中国黄
金购买俄罗斯克鲁奇金矿 70％股
权；紫金矿业收购塞尔维亚最大铜
矿 RTB Bor 项目和加拿大 Nevsun
公司，合计投资额超过200亿元；山
东 黄 金 在 香 港 H 股 主 板 挂 牌 上
市，迈出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
步；赤峰黄金2.75亿美元收购老挝
Sepon露天铜金矿，并成功交割。

“我国黄金企业走向海外已成
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中国黄金
协会会长宋鑫表示，中国黄金企业

“走出去”紧随“一带一路”倡议
布局，并从过去零散、不自觉的

“走出去”过程发展为现在主动、
有意识的海外布局阶段。不同企业
步伐有快有慢，但都在陆续加大

“走出去”力度，国际化的整体进
程势不可挡。

中国黄金消费量连续6年全球第一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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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禹作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李延霞） 记者日前从招商银行获
悉，招行全行个人储蓄账户总数已
突破 1 亿大关，成为继零售客户数
破亿、两大 APP 用户数破亿之后，
招行零售业务第三个“破亿”数据。

储蓄账户是指自然人凭个人有
效证件，以自然人名称在银行储蓄
机构开立的办理资金存取业务的人

民币储蓄存款账户。储蓄账户是个
人资金归集、财富管理、消费理财
的核心账户，也是银行吸收存款、
财富管理、消费信贷等其他零售业
务的基础。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招
商银行零售客户规模已达 1.25 亿，
现在储蓄账户又突破1亿，成为第一
家储蓄账户破亿的国内股份制银行。

招行个人储蓄账户突破1亿招行个人储蓄账户突破1亿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
者罗争光）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全国社会
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
织已超过 81.6 万个，其中民政部登
记社会组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
发展，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力
度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推动脱

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为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方便、创造条
件，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也将依
法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中弄虚
作假的行为进行公开曝光批评，对
假借扶贫名义搞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坚决予以打击。

中国登记社会组织超81万

新华社贵阳2月10日电（记者
蒋成、汪军） 记者从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获悉，2018年，贵州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涉民营企业案件
48294件，护航民营企业健康成长。

据统计，2018 年，贵州省高级
人民法院依法审结涉民营企业案件
48294 件，结案标的金额 278.88 亿
元；审结民间借贷案件 47698 件，
结案标的金额 141.59 亿元；审结涉
房地产纠纷案件 24808 件，结案标
的金额29.36亿元；审结买卖、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 34997 件，结案标的
金额70.93亿元。

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出台 《关于进一
步依法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的实施意见》，从转变司法理念、
准确适用刑事政策与法律、依法审
理民商事案件、依法处理行政纠
纷、公正审理涉产权案件、强化执
行工作、妥善审理破产案件、加强
法院自身建设 8 个方面，对审判执
行工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贵州省高院护航民企成长

最近，全国各城市陆续公布了2018年经济
发展成绩单，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
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和杭州经济总量
位居全国前10名，排名与2017年相比没有明显
变化。引人关注的是，部分城市发展的细节变
化，显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如北京
GDP 首次突破 3 万亿元、深圳经济总量预计跻
身亚洲城市前五、中西部城市增速领先。有关
专家指出，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
市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发
动机”角色，各省份也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城
市增长极。2019年，中国各大城市将在整合要
素、盘活资源、提升质量方面展开新一轮竞争。

多个城市上新台阶

2018 年，中国不少城市均交出了亮眼的
“成绩单”，跨上了新台阶。

2018年，GDP“万亿俱乐部”城市继续扩
容。出乎意料的是，中原城市郑州以8%左右的
经济增长速度、约 10200 亿元的地区生产总
值，一跃成为全国第16个迈入GDP“万亿俱乐
部”的城市，而且常住人口首次突破千万人。

始终位列一线城市的深圳，在追赶国际知
名城市上更进了一步。2018年，深圳市全社会
研发投入占GDP比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
国领先，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全年
GDP 突破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7.5%，经济
总量有望首次超越香港并跻身亚洲城市前五。

更多的中心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呈现亮
点。2018 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320 亿

元，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迈上“3 万亿元”
大关的城市，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优
势行业贡献度不断提高；成都在实现区域经济
增速领跑的同时，单位 GDP能耗迎近 6年最大
降幅，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城市集中了一个地方的各
种要素资源，是第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因而
是观察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从各地公布
的数据来看，当前我国大城市经济发展总体不
错，经济转型升级正在稳步推进。”丛屹说。

人才争夺成为焦点

在城市的经济赛跑中，全国不少城市纷纷
掀起波澜壮阔的“人才争夺战”，内容涵盖宽松
落户、就业创业激励、租房住房优惠、现金补
助等诸多方面，目的就在于为当地发展赢得更
多主动权。

安徽合肥对新落户在合肥工作暂无自有住
房的博士、35 岁以下的硕士、毕业 3 年内的全
日制本科和大专、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3 年
内按每人每年2万元、1.5万元、1万元和0.6万
元的标准发放租房补贴；在陕西西安，主管部
门将大学生创业贷款最高额度由50万元提高到
100万元，贷款期限一般为2年，按基准利率计
息，到期还本付息，并且给予50%贴息优惠。

在 1 月份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人才也
成为了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陕西省政协委员、香港南邦集团 （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薛惊理建议，西安市应该
利用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数量
多、基础好的优势，适时建立专门为专业人才
居住的人才公寓、人才小区，加大保障性房源
供应，吸引人才落户。湖南省人大代表、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林认
为，要实现长 （沙） 株 （洲）（湘） 潭一体化发
展，必须加速推进人才政策的一体化。为此，

李东林建议，“长株潭”城市群应进一步组团发
展，出台有力政策突破户籍限制，将长株潭打
造成中部高端人才特区。

中心城市加速起飞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助推力。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
员王业强认为，中心城市作为等级位次较高、
能量较强的经济中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
地，具有生产集中、分工细密、行业和部门比
较齐全的特点，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
分工体系。其经济结构反映了区域经济结构
的状况，其经济结构变化的方向、目标、重
点、速度也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因
此是区域产业升级的先导。随着中国经济的不
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开始显
现，城市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中心城市开始
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不少大城市都在夯实发展内功、提升发展
质量上铆足了劲儿。

天津提出，在推动冶金、石化、轻纺等传
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快构建战略
性新兴产业体系，精心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自
主可控信息、先进通讯、智能网联车、工业机
器人等 7 条产业链；福州明确，加强华侨华人
新生代工作，强化与港澳在金融、物流、文化
创意及青少年等领域的交流，同时鼓励企业到

“一带一路”沿线设立海外仓，大力发展跨境电
商、离岸贸易等新型业态……

“当前，中国正处于科技产业发展的机遇
期，城市能否围绕产业升级进行成功布局十分
关键。”丛屹说，未来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
注意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避免发展方式
千篇一律，突出“合作大于竞争”，更好地实现
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城市经济赛跑开新局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舞龙、舞狮、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轮番登
场，中式传统婚礼、扭秧歌、打腰鼓等民俗文化体验及展演活动精彩纷
呈。图为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城南庙会上，来自俄罗斯和哥伦比亚的友人
在体验中式传统婚礼。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外国友人体验中式传统婚礼

2月10日，内蒙古呼
和浩特第十二届大召文化
庙会在玉泉区开幕，丰富
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和民
间手工艺品集中亮相，吸
引了众多游客观赏游玩，
欢庆新春佳节。此次文化
庙会将持续至正月十五。
图为演员在大召文化庙会
上表演舞蹈。

丁根厚摄
（新华社发）

文化庙会
贺新春

虽然中国人过春节的传统是返乡回家，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
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利用春节假期外出旅游。图为在韩国京畿道龙
仁市的韩国民俗村，一名中国小朋友和工作人员扮成的玩偶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摄

中国游客海外过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