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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
长。1949 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
2018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28228元，名义增长
566.6 倍，扣除物价因素实
际增长 59.2 倍，年均实际
增长6.1%。

1949-1978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49
年的 99.5 元增加到 1957 年
的 254 元，年均实际增长
9.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 1949 年的 44 元增
加到 1957 年的 73 元，年均
实 际 增 长 3.5% 。 到 197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43 元，比 1957 年名
义增长35.4%，年均实际增
长 0.8%；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34 元，比 1957
年名义增长83.1%，年均实
际增长2.3%。

1979-1991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343 元增加到 1991 年
的 1701 元，年均实际增长
6.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
增 加 到 1991 年 的 709 元 ，
年均实际增长9.3%。

1992-2012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92
年的 2027 元增加到 2012 年
的24127元，年均实际增长
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从 1992 年的 784 元
增加到 2012 年的 8389 元，
年均实际增长6.7%。

2013-2018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26467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39251元，年均实际增
长 6.3%；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9430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4617
元，年均实际增长7.7%。

伴随城乡居民收入的
跨越式增长，城乡居民的
收 入 来 源 从 单 一 走 向 多
元。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
不 再 占 据 绝 对 主 体 ， 经
营、财产和转移收入比重
增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
革开放前，城镇居民就业
者绝大多数为国有和集体
职工，工资性收入几乎是
唯一的收入来源。改革开
放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投资渠道不断拓
宽，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
多元化。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6%，比1964年下降30.3个
百分点；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占比为
11.3%，比 1964年提高 8.4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
均财产净收入的占比为 10.3%，比 1985年提高 9.8个百分
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的占比为17.8%，比
1964年提高13.3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由集体工分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
为主转为家庭经营、工资和转移收入并驾齐驱。改革开放
前，农村居民从集体得到的工分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来
源，1956年农村居民人均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为 62.4%；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
为23.3%。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
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上升。随着大
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资性收入成
为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进入 21 世纪
后，随着各种惠农补贴的发放、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
和脱贫攻坚政策的深入推进，转移性收入也得到快速增
长。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 41.0%，经营净收入占比为 36.7%，财产净收入占
比为2.3%，转移净收入占比为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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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承保金额3055亿美元，同比增长
5%；服务客户超过10万家，同比增长15%；
向企业和银行支付赔款近6亿美元；支持
企业获得融资约1082亿元人民币……日
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信保”）亮出了上半年的成绩单。

作为中国惟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
险机构，中国信保今年以来大力支持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
险，积极履行政策性职能，取得了明显
成效。总体来看，其服务外贸的工作亮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主动服务开放格局。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

信保成功与地中海航运公司、法国巴黎
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被纳入
主论坛成果清单；参与起草的 《“一带
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在论坛
期间由政府部门正式发布；与交通银行
签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专项合作协
议，发挥各自优势，更好服务共建“一
带一路”。上半年，中国信保承保“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 714 亿美
元，支付赔款超过 2 亿美元，承保孟加
拉联合循环电站、巴基斯坦直流输电等
示范性项目，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

积极落实稳外贸政策。面对国际经

贸摩擦动态，中国信保及时跟踪出口相
关国家情况，密切关注风险水平变化，
全力落实国家政策要求，第一时间研究
出台配套政策措施。上半年，中国信保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实现承保金额2536亿
美元，同比增长近 10%；承保美国业务
254亿美元，同比增长 3%；承保欧洲业
务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

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上半
年，中国信保支持国内企业对新兴市场
出口和投资 1257 亿美元。短期出口信
用保险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51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5%；支持电子信息产品
出口 5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支持

机电产品 1093 亿美元；支持服务贸易
出口 124 亿美元；联合百余家跨境电商
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支持 1 万余家企
业出口4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7%，支付
赔款近千万美元。1-6 月，中国信保服务
小微出口企业 7 万余家，占客户总数的
近七成；承保小微企业出口 301 亿美元，
向小微企业支付赔款3400余万美元。

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和重点国别开
发。上半年，中国信保持续深化对外交
流合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乌克兰进
出口银行、摩洛哥外贸银行、乌拉圭投
促局、新加坡华侨银行、星展银行等10
余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截至今年上
半年，中国信保已支持中国银行和西班
牙桑坦德银行为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
10个项目提供了融资，为中国相关企业
出口提供融资保险支持超过 4 亿美元；
在与瑞士地中海航运集团、法国巴黎银
行的合作框架下，为国内多家船厂的
132 个船舶脱硫装置改装项目提供了融
资保险服务，承保金额超过8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承保金额超 3000 亿美元

中 国 信 保 多 管 齐 下 服 务 外 贸
本报记者 王俊岭

等位时不再无事可做
——共享按摩椅、迷你KTV、抓娃娃机等

成为人们打发零碎时间的新选择

如今，喝奶茶要排队、吃火锅要排队、医院拿药
拿检验单要排队、乘飞机乘火车更是要提前等候，在
或长或短的等待时间里，除了刷手机，是不是还可以
做点什么？

消费者的碎片时间，成就商家的“等待经济”。
8月7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蓝色港湾商区的珠影

耳东传奇影城，影城内的共享按摩椅体验区一座难
求。“今天是七夕节，我跟女朋友一起来看个电影。我
6点下班，到影院7点，电影7点25分开场，来不及先
吃个饭或者逛逛街，索性就过来按摩一下，消除工作
一天的疲劳。”在西二旗上班的小刘说。

近年来，共享按摩椅陆续出现在各大商场、影
院、机场、火车站、酒店大堂等线下场景，收费便
宜、操作简单，又能消除身体疲劳、打发等待时间，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扫码体验。艾媒报告中心日前发布

《2019 中国按摩椅产业及共享按摩椅市场分析报告》
显示，2018 年，中国按摩椅相关企业获投资金额 2.6
亿元。

迷你KTV也成为人们打发时间的新选择。
“最开始我不是很看好这种商业模式，觉得没有

人会跑到商场来唱歌，而且两个人唱歌也没有‘K
歌’的氛围。”记者在北京新中关商场地下一层的

“友唱”迷你KTV体验区遇到了前来唱歌的小陈，“我
最近也渐渐喜欢上了迷你 KTV，逛街逛累了或者等待
餐厅叫号的时候正好过来唱上 10 分钟，既能打发时
间，又能娱乐一下。自从迷上‘友唱’，我都很久没
去过大型KTV了。”

除了共享按摩椅、迷你 KTV，抓娃娃机、睡眠盒
子、自助榨汁机等无人经营设备也是当下人们打发等
待时间的新选择。

位于北京大望路的罗勒家·三吃牛肉锅餐厅在等位
区放置了一台智能电子秤，扫码即可量体重、测体
脂，不少等位的女性纷纷掏出了手机。

你体验，我赚钱
——操作简单、价格便宜，满足了消费者轻

娱乐的需求；运营成本低、投资回报高，商家“躺
着”赚钱

“等待经济”何以兴起？
——满足消费者多种需求。“以前一听说某家店要

排队半个小时才能吃上，我往往就放弃了。但是现在
大部分‘网红店’都会在等位区附近放置一些娱乐设
施，抓个娃娃、唱会儿歌，半个小时很快也就过去
了。”小刘表示。等位区的无人经营设备，留住了那些
犹豫不决的消费者，让他们的等待时间变得“短暂”
又有趣。

——根据不同的等待场景，提供不同的娱乐选
择。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无人经营设备在选址上也是
有讲究的。例如，影院大厅往往会放上几台抓娃娃机
和按摩椅；机场候机大厅和车站候车室肯定少不了共
享按摩椅的身影；商场主要楼层的通道里可以找到自
助榨汁机、迷你 KTV 和抓娃娃机。头等舱互联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方面表示，共享按摩椅投放的场地应
满足人流量大以及人流停留时间长两个特点，运营数
据显示，商场、影院等场地的按摩椅最受欢迎。小陈
提到的“友唱”，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迷你KTV品
牌之一，产品投放覆盖商场、学校、电影院、游戏

厅、候机大厅、企业休闲区和某些户外场景。
——操作简单、价格便宜。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无

人设备只需要手机扫码支付即可体验，收费标准一般分
多档以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例如，共享按摩椅一般分为8
分钟“唤醒身体”、16 分钟“通行气血”、20 分钟“舒张筋
骨”3档，收费分别为8元、12元、15元；迷你KTV一般15
分钟收费 16 元，30 分钟收费 30 元，60 分钟收费 50 元左
右；抓娃娃机按机型不同，收费标准从2元至4元一次不
等。“小娃娃机一般是 2 元一次，大一点的娃娃机也有 4
元一次的。运气好的话一次就能抓上来，运气差的时候
可能10次也抓不上来一个。抓娃娃不仅仅是为了拿到娃
娃，整个过程也充满了乐趣，又不需要占用大块时间，我
现在看电影前或者吃饭等位的时候就喜欢和朋友来玩
一把。”在北京读大学的小耿表示。

商家看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据悉，头等舱互联
科技目前已投放超过 3万台共享按摩椅，平台日订单近
10万笔，服务了数千万用户。同时，其自主研发的远程管
理系统使运营商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看到设备的运营情
况、收益情况，甚至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实时提现。

简单算笔账，假设每台按摩椅每天 10人使用，16
分钟收费 12元，每天收入 120元，一个月 3600元；如
果投放 5台，一个月 18000元，市面上 5台按摩椅的成
本不过2万元，每台使用周期为5年。而且，共享按摩
椅属于无人经营设备，不需要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只需产品维护、场地租金等支出。小额投资了共享按
摩椅的韩先生表示，基本上一年内就能回本。

十二栋文化首席执行官王彪对本报记者表示，传
统抓娃娃机的产品和运营成本都较低，十二栋文化旗
下的“夹机占”体验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产品成本，
希望消费者能够真正把娃娃带回家，目前“夹机占”
的盈利模式基本相当于普通产品售卖模式。

低成本高收益、收费便宜又操作简单的无人经营
设备受到了商家和消费者的喜爱，孕育出“等待经
济”这一新商业模式。

碎片化体验背后的新趋势
——消费特征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性消费；

商区核心位置从快时尚品牌到快捷体验店铺

“等待经济”兴起的背后，是消费趋势的变化。
从店铺类型的变化中，可窥探一二。王彪表示：

“‘夹机占’现在都开在热门商业中心一层或地下一
层比较核心的位置。过去，这些店面都是给快时尚服
装品牌，后来网红奶茶店开在了这里，再后来变成了

‘夹机占’。每一轮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业态都会在最佳
位置开店，这代表了消费趋势的改变，从功能性消费
到体验性消费。”

在北京平安里附近工作的小张，每到周末就会约
上三两好友去“探店”。她说：“我上周刚跟朋友去了
喜茶蓝色港湾店，店里的装修十分好看，还放了一面
落地镜，很多女生在店里边等奶茶边自拍。”高强度的
工作状态将现代人的生活切割成一个个时间碎片。“等
待经济”瞄准的正是现代人碎片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对
体验性消费的偏好。“不同的碎片，需要不同的体验性
业态来满足。以前可能人们会用一大块完整的时间去
做一件事情，但是现在，一次外出可以既尝了小吃、
又抓了娃娃、还能有时间再去看一场小演出，而不再
是一整个下午都在逛街。”王彪表示。

“与其说是‘等待经济’，不如将视角放大，这其
实是碎片化体验时代的来临。”王彪说。以往，碎片化
的时间如同“鸡肋”，消费者没什么好选择，商家也做
不出大文章。现在，互联网新业态、新型支付方式的
快速发展，为丰富、整合碎片化时间提供了更多可
能。“等待经济”就是对准了消费的空白点，提供了新选
择，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这也提示商家，在消费升级的
大背景下，要跳出既有思路，挖掘新需求、打造新亮点。

瞄准碎片化消费需求的“等待经济”蕴含商机——

等位的时候，还能干点啥？
本报记者 徐佩玉

瞄准碎片化消费需求的“等待经济”蕴含商机——

等位的时候，还能干点啥？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共享按摩椅、迷你 KTV、抓娃娃机……全国多地的机场候机

室、车站候车大厅、餐厅等位区，近年来纷纷出现了多种无人经营设

备供人消磨时光。消费者获得了娱乐体验，商家以低成本换来高收

益，瞄准碎片化消费需求的“等待经济”应运而生。

“等待经济”何以兴起？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

近年来，商场等地纷纷设置迷你KTV，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人民视觉）近年来，商场等地纷纷设置迷你KTV，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在汉
江两岸建成25公里的绿色长廊公园，并建起游客和自行车
专用彩色通道。 周家山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在汉
江两岸建成25公里的绿色长廊公园，并建起游客和自行车
专用彩色通道。 周家山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