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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相匹配

消费理念更新潮

今年上半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排
名与去年基本相同，消费支出金额较去年普
遍上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
出排名前 9 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
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湖北，与
去年上半年保持一致。但 9 省市人均消费支
出较去年都有所增加。其中，北京人均消费
支出突破 2 万元，湖北人均消费支出突破 1
万元；重庆、内蒙古人均消费支出也突破 1
万元，使得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突破 1
万元的地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个。

各地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也保持一致，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地区消费支出更高，收
入增长快的地区消费能力提升也较快。今年
上半年，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
广东、福建、辽宁、山东 9 省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收入水平相
对应，这些人均收入排在前列的省市也占据
了今年上半年各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排行榜
上的第一阵营。

在消费能力靠前的地区中，新的消费理
念格外突出。

前不久，在天津生活的卢女士在公司对
面的健身房花了1400元办了一张为期半年的
健身卡。在她看来，这是自己上半年消费当
中最有意义的一笔。“平时，占据消费时间最
多的还是网购、买衣服什么的。不过，现在
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外在形
象，办健身卡也不单纯是为了减肥，某种程
度上也算是一种健康投资吧。”卢女士表示。

家住北京的“90 后”姑娘姜虹冰表示，
自己今年上半年的开支主要都花在了文娱活
动上，看演出、看话剧、外出旅游成了她的
主要消费项目。作为金属乐爱好者，姜虹冰
平均每个月要去看两场演出，演出门票几乎
成了她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同时，话剧和音
乐剧也是她的消费大头。“仅6月23日我就连
看了两场演出。此外，今年3月份和6月份我
还分别去了日本和香港旅游。”姜虹冰坦言，
旅游确实花了不少钱，但是这些消费带来的
精神享受让自己乐在其中。

东南沿海体量大

中西部消费增速快

纵览上半年“消费地图”，东南沿海经
济 强 省 表 现 总 体 稳 定 ， 消 费 市 场 体 量 庞
大，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增长则较快。

就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看，上半年排

名前 10 的省份中东南沿海省份占据半壁江
山，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福建 5 省
市人均消费支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位
居全国前列。其中，上海上半年全市批发
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6079.28 亿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9.0%；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582.16 亿元，增长 2.9%；浙江上半年全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667 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 9.3%，比全国平均高 0.9 个百分点；广

东上半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680.41
亿元，同比增长 7.7%，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0.8 个百分点。

中西部省份消费市场体量虽然不及东南
沿海，但增速普遍较快。其中，四川省上半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5%，增
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河南省上
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江西省上半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2%，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

家住河南农村的赵大爷和老伴向来生活
节俭。如今，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两
口的消费水平也一点点提了上去。以往家里
舍不得装空调，每年夏天老两口还是坚持用
电扇。今年上半年，赵大爷老两口在子女的
劝说下添置了新空调。除了装空调，赵大爷
家今年还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改造了厕所，购

买了新的卫浴建材。“虽然花了一点钱，但是
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这钱花得很有必要。”
赵大爷说。

为了进一步巩固消费活力，沿海省份也
频出实招。例如，广东出台 《广东省完善促
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针对当前制约
消费突出问题，提出九方面 29 条具体举
措，稳定改善消费预期，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促进形成强大统一市场。其中，专门为
优化汽车消费环境提出了逐步放宽广州、深
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等
举措。

消费潜力释放

新业态不断涌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上半年
“消费地图”中，服务型消费、发展型消费、
体验型消费成为了不少地区都具有的消费特
色。例如，上半年，北京服务性消费对总消
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0.4%，通信、教育文
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升级类消费对总消费增
长的贡献率达六成；上海无店铺零售额完成
1173.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4%。

在济南工作的白领原源说，自从工作之
后经济独立了，个人开支比以前多了不少，
今年上半年网购的频率有所增加。“除了日
常买衣服和日用品，我平时很喜欢买视频网
站 会 员 、 网 络 游 戏 礼 包 这 些 虚 拟 文 娱 产
品。”她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司司长杜希双指
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持续
推进，5G网络布局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突破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新
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随着移动支付
更加普及，智慧物流、社交电商迅速发展，
网络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中国贸易促进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
示，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规模不断
扩大、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继续优
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
显。这既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旺的表现，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抗风险
能力，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多后劲。

“一方面，城市经济体量大，经济发展已
经进入高水平阶段，消费市场的发展也由追
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消费增速相对放
缓，消费增长开始凸显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
之间、商品消费结构内部的优化，这也是经
济进入新常态的表现。另一方面，广大乡村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城市有较大差距，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很多农村居民
扩大消费的意愿十分强烈。因此，未来中国
各地消费将存在‘提质’和‘扩量’同时存
在的情况，各省之间、城乡之间将会更加多
样化的消费格局，从而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
增长贡献更多拉动力。”赵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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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刘毅） 2019 年“中国天然氧
吧”创建活动发布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广东省连山
壮族瑶族自治县、浙江省青田县、内蒙古自治区阿
尔山市、浙江省遂昌县、黑龙江省铁力市等 51个地
区，荣获“中国天然氧吧”创建地区称号。至此，
中国已有115个地区先后获得这一称号。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自2016年启动。中国
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会长孙健介绍，“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由中国气
象局指导、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发起，旨在落实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促进地方全域旅游，推动地方
绿色经济发展。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携程等联合发布的 《2019 年中国天然氧吧绿
皮书》 显示，目前，获得“中国天然氧吧”创建地
区称号数量居前五名的省份是：浙江省 （20个），陕
西省 （14个），江西省 （11个），湖南省 （10个），云
南省 （8个）。

绿皮书指出，对 2016—2018年获评的 64个创建

地区的分析表明，这些地区具备高质量的生态资
源：年均负氧离子浓度高，44%的地区达 3000个/立
方厘米以上；空气质量优，77%的地区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达 90%以上；森林覆盖率高，37%的地
区达 80%以上；旅游气候舒适期长，36%的地区达
半年以上。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每年开展，由各地区
自愿申报，评选专家组经过规范程序，对地区的气
候、空气质量、大气负氧离子水平、生态及旅游发
展规划、旅游配套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对符合条
件的地区予以认定、授牌。从 2018年起，除了地面
观测之外，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中国气
象服务协会与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合作，采用卫星遥
感技术，对创建地区的植被覆盖率、空气质量、释
氧量及气候舒适度进行计算、分析、解读，核验氧
吧生态水平，提高了氧吧评审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创建中国天然氧吧，是气象部门助力旅游、康养等
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许
小峰说。

本报北京电（记者孙秀艳）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2018年
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重点任务实施情况。
据介绍，自 2015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以来，各地加快推进水污染治理。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
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Ⅰ—Ⅲ类）、丧失使用功能（劣
Ⅴ类）比例分别为71.0%、6.7%，分别比2015年提高6.5个百分
点、降低2.1个百分点，水质稳步改善。

一是全面控制水污染物排放。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97.4%的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安
装自动在线监控装置。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已完成
78%。拆除老旧运输海船1000万总吨以上，拆解改造内河船
舶4.25万艘。全国城镇建成运行污水处理厂4332座，污水处
理能力 1.95 亿立方米/日。累计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
殖场 （小区） 26.2 万多个，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5628
个。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村庄累计达到16.3万个。

二是全力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推进全国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环境整治，1586 个水源地 6251 个问题整改完成率达
99.9%，搬迁治理 3740 家工业企业，关闭取缔 1883 个排污
口，5.5亿居民的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得到提升。36个重点

城市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1062 个黑臭水体
中，1009个消除或基本消除黑臭，消除比例达95%，周边群
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强化太湖、滇池等重点湖库蓝藻水华防
控工作。11 个沿海省份编制实施省级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
案，推进海洋垃圾 （微塑料） 污染防治。

三是联动协作推进流域治污。全面建立河 （湖） 长制，
全国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湖长2.4万
名。组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长江经济带
11 省 （市） 及青海省编制完成“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赤水河等流域开展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
点。新安江、九洲江、汀江—韩江、东江、滦河、潮白河等
流域上下游省份建立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2018 年，水环境质量目标完成情况较好的有北京、天
津、河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广西、海南、
重庆、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不过，目前
水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在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氮磷
等营养物质控制、流域水生态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
题，需要加快推动解决。

控制水污染物排放 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

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3年提升6.5%
负氧离子浓度高，空气质量优，森林覆盖率高

“中国天然氧吧”增至115个
负氧离子浓度高，空气质量优，森林覆盖率高

“中国天然氧吧”增至115个

2019年上半年各地消费数据陆续发布——

中国“消费地图”长啥样？
王俊岭 卫琳聪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9.5万亿元，同比增长8.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1%，拉动经济增长3.8
个百分点。消费依然是引领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近期，随着各省市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发布，一幅更为细
致的“消费地图”呈现在人们面前：上半年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有何特点？哪些地方居民“花钱”最多？哪个省
份消费增长最快？

△上图：随着“80后”“90
后”成家立业以及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亲子游、亲子
摄影等消费细分市场受到青
睐，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图为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文
武坝镇林岗公园，一家三口正
在拍摄写真。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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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走进家庭生活智能走进家庭生活

◁左图：智能灯泡、智能窗帘、教育机
器人……随着技术的升级以及人们消费水平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走进消费者的
家中。图为 7 月 21 日，小朋友在青岛 2019 中
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上与智能教育机器人
互动。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