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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23日电 （记者王俊岭） 日
前，商务部市场运行司负责人介绍了 2019 年 8
月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情况。

该负责人指出，当前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
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8 月份全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3.4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增速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除汽车以外的消
费品零售额增长 9.3%，比上月加快 0.5 个百分
点。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 8 月份销售额同
比增长2.3%，增速与上月持平。

具体来看，消费市场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餐饮及文娱消费升温。8 月份全国餐

饮收入3857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比上月
加快0.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19.8%，增速比上月加快 5.3个
百分点。有关数据显示，8 月电影票房达到 78
亿元，同比增长13.8%。

二是基本生活消费旺盛。8 月份，限额以
上单位日用品、化妆品、烟酒、粮油食品和饮
料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3.0%、12.8%、12.6%、
12.5%和 10.4%。前 8 个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中，吃、穿和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30.6%、19.7%
和20.2%。

三是网络零售增长较快。8 月份，商务部
重点监测企业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6%，增速
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比百货店、便利店和
超市分别高出15.2、10.9和9.1个百分点。据国
家统计局统计，1-8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20.8%，占社零总额比重达 19.4%，比上
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

四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8 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8%，涨幅与上月持平；剔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上涨 1.5%，涨幅较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商
务部监测的 36个大中城市 8月份食用农产品价
格同比上涨14.8%，1-8月累计同比上涨7.3%。

该负责人表示，我国消费市场总体仍处于
上升期，市场潜力大、发展韧性强、成长性
好，随着国家减税降费、扩大开放、改善民
生、促进商业消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
促消费成效将持续释放，预计后期消费将继续
保持平稳增长。

日前，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在国新办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一次能源
生产总量翻了150多倍，其中天然气产量更是翻了2万
多倍。中国能源供给结构持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已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
动的多元供应体系。

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70 年，从能源工业基础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为
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中国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能源生产，从供给短缺到总体宽松，走上了多轮
驱动强劲、保障体系完善的新道路。70年来，中国能
源供给结构持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形成了煤、
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
应体系。

据章建华介绍，2018 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37.7亿吨标准煤，是 1949年的 158倍，年均增长 7.6%。其
中，煤炭产量 36.8 亿吨、原油产量 1.9 亿吨、天然气产量
1600 亿方、发电量 71118 亿千瓦时，分别比 1949 年增长
114 倍、1574.9 倍、22894.7 倍、1652.9 倍。煤电、水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核电装机容量世

界第三、在建规模世界第一。西气东输、西电东送、
北煤南运等重大通道的建成，形成了横跨东西、纵贯
南北、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能源管网。

能源消费方面，从一煤独大到清洁绿色，走上了
节能降耗、集约高效的新道路。国家能源局数据显
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能源资源禀赋的影响，煤炭
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始终在90%以上。党的十八
大以来，加快推动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传统能源利
用方式加速转变，清洁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炭
消费比重下降 9.5%，历史性降至 60%以下；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3.3%；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 14.3%，
天然气消费比重提升至 7.8%，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的
比重提升至25.5%。

能源开放深度广度不断拓展

70 年，中国能源技术不断创新，能源开放深度广
度不断拓展，在世界能源舞台唱响了中国声音。

能源技术方面，从跟随模仿到并行引领，走上了
动力转换、创新发展的新道路。70年来，经过引进吸
收和自主创新，中国能源系统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
升；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建成了全球规

模最大的电网，安全运行水平、供电可靠性位居世界
前列；深水钻探、页岩气勘探开发等技术实现重大突
破，一大批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工程建成投产；

“互联网+”智慧能源、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一大批
能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蓬勃兴起。

国际合作方面，从相对封闭到全方位开放合作，走
上了共商共建共享、深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变革的新道
路。70年来，中国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能源交往合作，
着力推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建
成了五大国际油气合作区、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一
大批先进能源技术装备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章建华举例说，与能源宪章、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等国际能源组织实现密切合作，倡导建立“一
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成立上合组织能源俱
乐部，成功举办中俄能源商务论坛、G20 能源部长会、
APEC能源部长会、国际能源变革论坛等国际性活动，建
立双边合作机制58项，参与多边合作机制33项。

煤电清洁排放走在世界前列

“这些年，中国始终坚持清洁低碳的发展方向，大
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提高能

源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家能源局发展
规划司司长李福龙在发布会上表示。

根据中国政府制定的目标，到 2030 年前后，中国
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并且要争取尽早达峰；
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
的比重要分别达到 15%和 20%左右。这一目标实现的
如何？

李福龙表示，到 2018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14.3%，经过今明两年的继续
努力，可以实现到2020年15%的发展目标。

煤电清洁排放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李福龙介绍，
中国现在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的煤电机组已经达到8.1亿
千瓦，是全世界最大的超低排放清洁能源煤电系统。

煤炭减量替代效果显著。李福龙介绍，近两年，
全国煤炭消费量均低于 2013年的 42.4亿吨。在中国现
在能源总量煤炭占比较大的条件下，发展清洁高效的
煤电机组，同时压减散煤，集中提高用于发电的煤炭
在整个煤炭消费中的比重，这一路径不仅可以优化煤
炭消费结构，而且也不会导致煤炭消费量线性增加。

“十三五”期间，长三角、京津冀鲁这些重点地区煤炭
消费量预期将比2015年下降5%-10%。“完成这个任务
是很艰巨的，但现在进展是非常好的。”李福龙说。

中国形成多轮驱动能源供应体系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当前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当前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本报北京9月23日电（记者邱
海峰） 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科院
日前联合发布的 《企业扶贫蓝皮书

（2019）》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
日，入围 2019 年财富世界 500 强的
前 100 家中国企业中，共 75 家公开
披露扶贫工作信息。

蓝皮书显示，65%的中国100强
企业高层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参与
扶贫工作，超半数企业已建立扶贫
工作组织体系，47%的企业制定了
扶贫规划和相关管理制度。55家披
露了扶贫资金投入的中国 100 强企
业共投入扶贫资金 49.35亿元，6家
中国 100 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总计达6078.04亿元。
蓝皮书研究发现，中国 100 强

企业在参与脱贫攻坚过程中坚持综
合施策，涵盖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消费扶贫、健康扶贫、旅游扶
贫等十余个领域。其中开展教育扶
贫的比率最高，达 92%；其次为产
业扶贫，达 77%；消费扶贫位列第
三，达 67%。15 家披露年度扶贫成
效的企业年度扶贫工作共惠及约
634 万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79万人。

《企业扶贫蓝皮书》是由中国社
科院推出的聚焦企业扶贫的研究报
告，2019年是连续第4年发布。

本报电 （孔祥文、王智海） 9
月 23 日上午，（北） 京通 （辽） 铁
路锡伯河特大桥上顺利结束捣固作
业，标志着全国最大规模的铁路既
有线桥梁换梁施工完成。

据中铁二十二局集团京通铁路
项目经理王相臣介绍，京通铁路电气
化改造工程，对既有线13座桥梁的46
孔 92 片混凝土箱梁进行了拆除、更
换。13座桥位于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
之间，地势险峻，作业场地狭窄，施工
组织难度大。2000多名施工人员在7
天时间内，进行连续封锁作业。

全长 804 公里的京通铁路始建

于 1972 年，是我国沟通山海关内外
的三条铁路干线之一，也是晋煤北路
分流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随着时间
推移，京通铁路逐渐老化，运营不得
不降低速度，运输也由 10 年前最高
峰的 160 余对减至 40 余对。2015 年
12 月，京通铁路正式开始电气化改
造。其中包括隧道病害整治、站房改
造、桥墩加固、既有线换梁等。

本次电气化改造工程完工后，
京通铁路列车将由内燃机车更换为
电力牵引机车。整体货运能力由现
在每年 5830 万吨提升至 7430 万吨，
客车由每天8对提升至16对。

超七成中国百强企业披露扶贫信息超七成中国百强企业披露扶贫信息

京通铁路既有线换梁施工完成京通铁路既有线换梁施工完成

9月23日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幼儿园开展“立彩蛋 庆丰收”民俗活动，把“勤俭教育”融入其中，让孩
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既体验绘彩蛋、立蛋等习俗，又培养他们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图为东海县幼儿园的老师指导孩子绘制彩蛋。

张开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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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节 俭

9月23日，“田园德清·
博览中国”庆祝农民丰收节
活动暨首届美丽中国田园
博览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举行。当地农民通过自
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展现江
南特色农耕文化、江南水乡
农业生活图景，表达“归田
追梦·振兴乡村”的美好愿
景。图为德清县英溪小学的
学生在开幕式上情景朗读

《有梦的时节》。
窦瀚洋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9月23日，在山东省
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第一
中学的田径场上，来自沾
化冬枣原产地——下洼镇
的 500 余 名 枣 农 齐 聚 赛
场，喜气洋洋地参加正在
举办的滨州市首届农民运
动会暨沾化区下洼镇首届
枣农运动会，欢庆丰收。
比赛设有冬枣绑腿跑、套
冬枣、接力抗旱等 14 个
农事趣味运动项目。图为
枣农参加拔河比赛。

贾海宁 宋培毅摄

枣农欢聚枣农欢聚归田追梦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记
者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
闻中心获悉，9月 21日下午至 23日
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和长安街沿
线举行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全流
程、全要素、全力量演练。

据介绍，本次演练是庆祝活动
最后一次演练，包括庆祝大会仪
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
转场及应急处置等 6 项内容，重点
检验庆祝活动全流程、全要素、全
力量的衔接配合，全面提升各方组
织指挥和保障体系运行效能。各类
参演、观礼及保障人员达30余万。

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灯火辉
煌、气氛热烈。在雄壮的军乐声

中，在嘹亮的口号声中，在观众热
烈的掌声中，受阅部队重点进行了
阅兵式、分列式演练。随后，各界
群众游行队伍依次走过，全装彩车
首次亮相，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
昂扬奋进的精气神。联欢活动在 22
日晚进行演练，首次增加烟花部分
燃放任务，多个表演区块各具特色
又浑然一体，广场上唱响盛世欢歌。

本次演练的内容、流程及流线
完全模拟正式活动。现场组织有
序、转承紧凑、运行顺畅，达到了
预期目标，为正式活动的成功举办
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市有关方面向
广大市民对三次联合演练的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

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第三次演练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