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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各地消費數據陸續發布
中國消費地圖長啥樣？
樂愛好者，姜虹冰平均每個月要去看兩
場演出，演出門票幾乎成了她每個月的
固定開支。同時，話劇和音樂劇也是她
的消費大頭。“僅 6 月 23 日我就連看了
兩場演出。此外，今年 3 月份和 6 月份我
還分別去了日本和香港旅遊。”姜虹冰
坦言，旅遊確實花了不少錢，但是這些
消費帶來的精神享受讓自己樂在其中。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
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達到 10330 元，
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 7.5%。全國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達到 19.5 萬億元，同比增
長 8.4% 。 消 費 對 經 濟 增 長 的 貢 獻 率 達
60.1%，拉動經濟增長 3.8 個百分點。消
費依然是引領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
力。近期，隨著各省市上半年經濟數據
的發布，壹幅更為細致的“消費地圖”
呈現在人們面前：上半年不同區域居民
消費有何特點？哪些地方居民“花錢”
最多？哪個省份消費增長最快？
收入支出相匹配
消費理念更新潮
今年上半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費支
出排名與去年基本相同，消費支出金額
較去年普遍上漲。數據顯示，今年上半
年人均消費支出排名前 9 位的分別是上
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
福建、遼寧、湖北，與去年上半年保持
壹致。但 9 省市人均消費支出較去年都
有所增加。其中，北京人均消費支出突
破 2 萬元，湖北人均消費支出突破 1 萬
元；重慶、內蒙古人均消費支出也突破
1 萬元，使得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費支出

突破 1 萬元的地區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
個。
各地消費支出與收入水平也保持壹致，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地區消費支出更高，
收入增長快的地區消費能力提升也較快。
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江蘇、廣東、福建、遼寧、山東 9 省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與
收入水平相對應，這些人均收入排在前列
的省市也占據了今年上半年各地居民人均
消費支出排行榜上的第壹陣營。
在消費能力靠前的地區中，新的消
費理念格外突出。
前不久，在天津生活的盧女士在公司
對面的健身房花了1400元辦了壹張為期半
年的健身卡。在她看來，這是自己上半年
消費當中最有意義的壹筆。“平時，占據
消費時間最多的還是網購、買衣服什麼
的。不過，現在大家都越來越關註自己的
身體健康和外在形象，辦健身卡也不單純
是為了減肥，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壹種健康
投資吧。”盧女士表示。
家住北京的“90 後”姑娘姜虹冰表
示，自己今年上半年的開支主要都花在
了文娛活動上，看演出、看話劇、外出
旅遊成了她的主要消費項目。作為金屬

東南沿海體量大
中西部消費增速快
縱覽上半年“消費地圖”，東南沿海
經濟強省表現總體穩定，消費市場體量龐
大，同時中西部地區的消費增長則較快。
就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來看，上半年排
名前10的省份中東南沿海省份占據半壁江
山，上海、浙江、廣東、江蘇、福建 5 省
市人均消費支出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位
居全國前列。其中，上海上半年全市批發
和零售業實現零售額 6079.28 億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9.0%；住宿和餐飲業實現零售
額582.16億元，增長2.9%；浙江上半年全
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12667 億元，同比
名義增長 9.3%，比全國平均高 0.9 個百分
點；廣東上半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0680.41 億元，同比增長 7.7%，增幅比壹
季度提高0.8個百分點。
中西部省份消費市場體量雖然不及
東南沿海，但增速普遍較快。其中，四
川省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
長 10.5%，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高 2.1 個
百分點；河南省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同比增長 10.7%，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 2.3 個百分點；江西省上半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1.2%，高於全國
平均水平 2.8 個百分點。
家住河南農村的趙大爺和老伴向來
生活節儉。如今，隨著生活條件越來越
好，老兩口的消費水平也壹點點提了上
去。以往家裏舍不得裝空調，每年夏天老
兩口還是堅持用電扇。今年上半年，趙大
爺老兩口在子女的勸說下添置了新空調。
除了裝空調，趙大爺家今年還在當地政府
幫助下改造了廁所，購買了新的衛浴建
材。“雖然花了壹點錢，但是生活質量得
到了改善，這錢花得很有必要。”趙大爺
說。
為了進壹步鞏固消費活力，沿海省
份也頻出實招。例如，廣東出臺《廣東
省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
針對當前制約消費突出問題，提出九方
面 29 條具體舉措，穩定改善消費預期，
營造良好消費環境，促進形成強大統壹
市場。其中，專門為優化汽車消費環境
提出了逐步放寬廣州、深圳市汽車搖號
和競拍指標、擴大準購規模等舉措。
消費潛力釋放
新業態不斷湧現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在上
半年“消費地圖”中，服務型消費、發
展型消費、體驗型消費成為了不少地區
都具有的消費特色。例如，上半年，北
京服務性消費對總消費增長的貢獻率達
到 70.4%，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療
保健等升級類消費對總消費增長的貢獻
率達六成；上海無店鋪零售額完成
1173.24 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20.4%。

上海打造人工智能“全球競技場”
綜合報導 據上海市經信委發布的消息，上海人
工智能產業發展正呈現出鮮明的“頭雁效應”。到
2020年，上海要形成60個AI深度應用場景、6個創新
應用示範區，全力打造國家人工智能發展高地。
目前壹批 AI 深度應用場景已率先試水。比如，
隨著《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於 7 月 1 日正式實
施，“人工智能在生活垃圾分類中的應用”場景需求
引人關註，具體需求涵蓋生活垃圾 AI 智能識別報
警、分類清運、自動分類、到垃圾回收整個流程。

又如，上海體育學院中國乒乓球學院對“智能乒
乓球教練”應用場景提出了需求，包括對專業運動員
擊球動作的針對性訓練、對初學者或愛好者的教學，
以及支持對抗、模擬訓練的智能兵乓球機器人等。
據悉，目前人工智能已上升為上海優先發展戰
略，產業發展進入“快車道”，上海初步建成為中
國人工智能發展的領先地區之壹。
人工智能企業方面，微軟、亞馬遜等國際科技
巨頭，為上海 AI 產業帶來國際視野和開放協同交

流的機會；百度、阿裏
巴巴、騰訊等國內龍頭
企業，科大訊飛、商
湯、寒武紀、雲從等行
業獨角獸，利用自身的技術積累 All in AI 或賦能
百業；依圖、深蘭、氪信等本土人工智能新銳企
業，以及更多初創企業，正在為產業發展註入活
力、做大基數。在政府重點扶持和培育下，這些企
業依托上海紮實的產業鏈基礎和創業氛圍，實現快
速增長，在各自領域嶄露頭角。
區域集聚引導效應顯現。目前，上海全市已形
成以浦東張江、徐匯濱江重點區域為引領，楊浦、
長寧、閔行、靜安等各區域聯動，馬橋等創新試驗

在濟南工作的白領原源說，自從工
作之後經濟獨立了，個人開支比以前多
了不少，今年上半年網購的頻率有所增
加。“除了日常買衣服和日用品，我平
時很喜歡買視頻網站會員、網絡遊戲禮
包這些虛擬文娛產品。”她說。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統計司司長杜希雙
指出，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和電信普遍服務
持續推進，5G網絡布局加快，新壹代信息
技術加速突破應用，數字化、信息化、智
能化的新產品新業態不斷湧現。特別是隨
著移動支付更加普及，智慧物流、社交電
商迅速發展，網絡消費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中國貿易促進會研究院研究員趙萍
表示，隨著中國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規
模不斷擴大、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
結構繼續優化，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
性作用更加凸顯。這既是中國經濟韌性
強、潛力大、活力旺的表現，也將進壹
步提升中國經濟抗風險能力，為高質量
發展增添更多後勁。
“壹方面，城市經濟體量大，經濟發
展已經進入高水平階段，消費市場的發展
也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質量轉變，消費增速
相對放緩，消費增長開始凸顯商品消費和
服務消費之間、商品消費結構內部的優化，
這也是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表現。另壹方面，
廣大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城市有較大差
距，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很多
農村居民擴大消費的意願十分強烈。因此，
未來中國各地消費將存在‘提質’和‘擴量’
同時存在的情況，各省之間、城鄉之間將會
更加多樣化的消費格局，從而為中國經濟平
穩健康增長貢獻更多拉動力。”趙萍說。

區啟動的發展格局。
另外，上海的 AI 創新平臺建設穩步推進，這
裏既有微軟-儀電創新平臺、上海腦科學與類腦研
究中心、交大、復旦、同濟相關基礎研發平臺和研
究機構；也有亞馬遜、阿裏、百度、科大訊飛的人
工智能創新中心，騰訊、上汽、寶鋼人工智能實驗
室，國家集成電路、智能傳感器創新中心等行業創
新中心，商湯人工智能算力平臺、復旦微電子異構
智能芯片項目、聯影人工智能醫療創新平臺等項目
也在加速建設中。
據相關報告顯示，全國已有 1/3 人工智能人才
集聚上海，上海尤其在計算機視覺、語音語義識
別、腦智工程等領域頗具影響力。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謝謝您!

利潤同比降兩成
鋼鐵業須走出增產不增效怪圈
進口鐵礦石價格飆升，
嚴重侵蝕鋼企利潤。上半
年，中鋼協會員鋼鐵企業實
現銷售收入 2.1 萬億元，同
比增長 10.9%；銷售成本 1.9
萬億元，同比增長 15.2%，
成本增幅大於收入增幅；實
現利潤總額 1065 億元，同
比下降 20.5%，其中主營業
務利潤同比下降 30.7%；銷
售利潤率 5.1%，同比下降 2
個百分點，低於全國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平均利潤率。

7 月 29 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發布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鋼鐵產量大
幅增長，但中鋼協會員鋼鐵企業實現利
潤總額卻同比下降 20.5%。進口鐵礦石
大幅漲價，使得噸鋼制造成本上升了
240 元左右。中鋼協提醒，企業應及時
轉變依靠規模擴張、高產超產的思路，
將認識統壹到提高發展質量上來，走出
“增產不增效”的怪圈——
7 月 29 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鋼鐵
工業協會五屆十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
傳出消息，今年上半年鋼鐵行業總體保
持平穩運行態勢，但也存在產量大幅增
長、進口鐵礦石價格急劇上升、行業利
潤明顯下滑等現象，需引起高度關註。
中鋼協會長高祥明表示，要盡快解決
影響行業、企業當前和長遠發展的突出
矛盾和問題，不斷提高鋼鐵行業運行質
量和效益。三季度，國家有關部委將組
織開展淘汰落後和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督
導檢查，保持高壓態勢，防範任何形式
的違規新增產能。
產量大增利潤卻下降

今年上半年，鋼鐵產量大幅增長。
全國共生產生鐵、粗鋼和鋼材分別為
4.04 億噸、4.92 億噸和 5.87 億噸，同比分
別增長 7.9%、9.9%和 11.4%。4 月份至 6
月份，單月粗鋼產量分別為 8503 萬噸、
8909 萬 噸 和 8753 萬 噸 ， 同 比 分 別 增 加
12.7%、10.0%和 10.0%，均創歷史同期新
高。
中鋼協指出，按照粗鋼口徑計算，
上半年全國共增加粗鋼產量 4434 萬噸，
鋼材凈出口卻同比減少 7 萬噸，新增產
量主要用於國內消費。可以說，今年鋼
鐵產量增長完全受國內市場需求拉動。
在鋼鐵產量大幅增長同時，進口鐵
礦石大幅漲價。上半年全國共進口鐵礦
石 5 億噸，同比下降 5.9%，金額 432 億美
元，同比增長 15.7%。分月看，進口均
價從 1 月份每噸 74.18 美元壹路上漲至 6
月份每噸 97.51 美元。據測算，礦價上漲
使噸鋼制造成本上升 240 元左右。
但是，受產能釋放較快影響，鋼材
價格略有下降。上半年，中國鋼材價格
指數基本在 110 點上下波動，平均價格
指數 109.48 點，同比下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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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擴張沖動仍需遏制
“從上半年行業運行情
況看，鋼鐵業又回到了增產
不增效的怪圈。”高祥明提
醒說，如果不及時轉變依靠
規模擴張、高產超產的思路，將認識統
壹到提高發展質量上來，鋼鐵行業仍可
能回到供大於求的老路。
在國家大力推動下，鋼鐵業提前兩
年完成了化解過剩產能 1.5 億噸以上的目
標任務，並徹底取締“地條鋼”產能，
行業運行狀況得以明顯改善。但是，鞏
固去產能成果任務依然艱巨。近年來，
受結構調整和利益驅動，鋼鐵行業置換
建設項目數量高企。據初步統計，從近
幾年各地已公告的鋼鐵行業產能置換項
目來看，擬建鋼鐵項目的粗鋼產能近 2
億噸。在國民經濟對鋼鐵需求強度不斷
下降的情況下，可能引發新壹輪產能過
剩。
高祥明表示，當前亟待建立嚴禁
新增產能和防範“地條鋼”死灰復燃
的長效機制。要嚴肅處理新增產能項
目，全程從嚴監管產能置換項目，打
擊非法產能，進壹步嚴格執法標準，
抑制投資沖動，最終解決鋼鐵產能過
剩問題。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國粗
鋼產量增長 9.9%。其中，會員企業粗鋼

產 量 增 長 5.64% ； 非 會 員 企 業 增 長
24.08%，產量增速遠高於會員企業，其
生產增量占總增量的 56.2%。中鋼協指
出，2017 年 6 月 30 日以後，“地條鋼”
產能應退盡退，“劣幣驅逐良幣”局面
得以改觀，鋼鐵行業優質產能得到了有
效發揮，當年下半年非會員企業產鋼
7500 萬噸；今年上半年，非會員企業產
鋼 12843 萬 噸 ， 比 2017 年 下 半 年 增 加
5343 萬噸，大幅增長 71.24%。這部分增
長過快產能是否合規值得關註。
據了解，今年第三季度，工信部、
發改委等部門將開展淘汰落後和化解過
剩產能督導檢查，重點檢查已化解產能
復產、“地條鋼”死灰復燃、產能置換
不合規等行為，強化負面警示作用。對
鋼鐵產能置換工作，有關部門將多方聽
取意見，適時予以修訂完善，查漏補
缺。
“今年上半年，鋼鐵業產銷兩旺。
部分企業甚至持續高負荷生產，極易引
發安全、環保、質量風險。”工信部原
材料工業司司長王偉表示，近年來雖已
推進去產能，但鋼鐵產量還在大幅增
長。對此，政府、行業、企業要群策群
力，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與會者還認為，鐵礦石定價機制有
待進壹步完善。我國雖是全球最大鐵礦
石進口國，但由於礦山企業集中度高但
鋼鐵企業集中度低，鋼鐵企業壹直處於
弱勢地位。現行定價機制在維護產業鏈
利益均衡發展方面存在缺陷，不利於上
下遊產業長期互利共贏。
別忽視超低排放改造
今年 4 月份，生態環境部等五部委
聯合印發《關於推進實施鋼鐵行業超低
排放的意見》，不僅對末端治理後的超
低排放指標提出了明確要求，而且加強
了全過程、全系統、全產業鏈汙染治理
要求，代表了當今全球鋼鐵業最嚴格的
生態環境保護排放指標和要求。
“全行業要加快超低排放改造步

伐，有條件企業力爭提前達標。”高祥
明表示，上半年會員鋼鐵企業外排廢水
總量同比下降 6.77%，二氧化硫同比下
降 2.24%，煙塵同比下降 2.62%，工業粉
塵同比下降 4.98%；噸鋼耗新水同比下
降 7.69% ， 噸 鋼 綜 合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1.28%。
但是，鋼鐵業推進超低排放改造
仍有壹些難題需要解決。例如，高爐
煤氣精脫硫等技術仍需創新突破 ，煙
氣脫硫、脫硝、除塵技術能否長期穩
定達標尚需時間驗證。另外，改造會
在壹定程度上增加脫硫灰、脫硝催化
劑等固廢產生量，處理這些固廢尚未
有較好的技術手段和處置渠道。同
時，資金保障、環保管理等問題需要
行業共同研究解決。
“節能環保關系企業生死。”高祥
明表示，企業要有危機感，再不抓緊改
造升級，有可能受限、停產甚至退出。
業界普遍認為，無論是鋼鐵業去產
能、穩運行，還是推進高質量發展，都
要打好環保牌。中鋼協秘書長何文波指
出，在鋼鐵需求壹定的情況下，讓實現
超低排放的生產企業充分發揮產能，同
時限制排放較高的產能，才是降低環境
影響的正確做法。
在此前舉行的“2019(第十屆)中國鋼
鐵節能減排論壇”上，針對中鋼協發出
的“各級政府部門對實施超低排放改造
的企業給予更多激勵，並實施更加有效
的‘差別化管控’”的呼籲，生態環境
部大氣環境司司長劉炳江作出回應 ，
“我 們 絕 不 允 許 把 環 保 水 平 低 、 投 入
少的企業與環保水平高、投入大的企
業放在壹個環境中競爭，如果有那樣
的現象，就是監管工作失職，是要堅決
反對的”。
劉炳江強調，是否達到超低排放是
鋼鐵企業能否正常生產經營的關鍵，大
家壹定要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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