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平稳运行
提质趋势明显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全国旅游
市场很火热。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综合测算，清明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
接待总人数1.12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78.9亿元，同比增速都超过10%。

旅游是我国消费市场活力的生动
写照。今年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比去
年12月份和去年全年都有所加快。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美团点评
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居民在外就餐
消费明显上升的同时，对餐饮的诉求
从价格、质量转变为对环境、体验和服
务的综合追求。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运行总体平
稳，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继续发挥经济
增长第一驱动力的作用。”国家发改委
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有关负责人说。

消费增速换挡
市场潜力无限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
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同比下降

10.5%。但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数据显示，2 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
销售同比增长超过50%。

占比较大的汽车，是观察我国消
费运行的窗口。今年以来，尽管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相对平稳，但与
前几年两位数的增长相比，增速在换
挡，结构也在调整。

2月1日起，北京市正式实施为期
3 年的新一轮节能减排促消费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使用电视
机、电冰箱等15类节能减排商品给予
单件最高可达800元的资金补贴。这
一政策迅速拉动了家电类商品的热
销，截至3月上旬，北京市家电类商品
实现销售额4.7亿元，同比增长34%。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成为政策关注

重点。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
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到《完善促进消费
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
再到《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
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
方案（2019 年）》，去年以来国家密集
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
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点燃消费引擎
助推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控制消费和节约意识有
所增强。不过，并不能说中国的消费
全面减速。”“网络零售市场依然保持
着 20%以上的高增速，由外卖拉动的

餐饮行业以及电影等消费依然保持两
位数增长。与旅游、教育和健康相关
的消费也表现坚挺。”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文章观察发
现，中国消费“光”“影”交错，全世界都
在关注中国人的消费动向。

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名、精、特商
品供给不足，健康、养老、家政、文化、
体育、儿童早教等服务供给有短板，
流通环节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激
活中国消费大市场，仍需爬坡过坎。

今年2月，南昌、郑州、武汉等7个
城市作为首批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
行动试点城市，与一批养老企业签约
携手推进普惠养老服务。

“消费升级大趋势中存在诸多矛
盾，要用改革的办法尽快化解。”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说，比如降低教育、医疗、养老等成本，
加大服务市场开放力度，突破供给严
重不足的矛盾。

“随着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
境、提升产品质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加快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
放，中国经济大船在国际风浪中行稳
致远的底气不断增强。”国家发改委副
主任宁吉喆说。

记者 陈炜伟 安 蓓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激活消费市场 加力经济引擎
——中国经济首季调研之市场篇

核心
提示

消费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去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万亿元，最
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升至76.2%，继续成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
下，消费这个“主引擎”运转如何？记者近期调研发现，今年
以来，国家一系列扩消费、强市场的政策逐步显效，消费市场
运行平稳、提质扩容，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

4 月 11 日，记者拍摄《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
卷》。当日，《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大英博物馆卷》首发式在北
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
大英博物馆卷》在京首发

4月11日，市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一市场选购豆制品。当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3%。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8%。 新华社发

3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1 日电
（记者于佳欣） 记者 11 日从商务
部获悉，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新一
批改革试点经验已经梳理形成，并
将适时对外发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
目前，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已成立两
年。自设立来，已形成若干改革试
点经验，并在全国复制推广。比
如，辽宁自贸试验区围绕建设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开展创新试点，复
制推广了“‘保税混矿’监管”新模
式；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以油品为

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自由化和贸
易便利化开展探索，复制推广了

“保税燃料油企业信用监管”新模
式等政策措施。

他表示，商务部将推动形成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目前，已梳
理形成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将适
时对外发布。此外，将推动已复制
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落到实处，并
支持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新区
开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把
相关平台打造成复制推广自贸试
验区改革经验的示范区。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自贸试验区新一批
改革试点经验将适时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1 日电
（记者王立彬） 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海洋经济总量再上新
台阶，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 8.3
万亿元。

自然资源部 11 日发布《2018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称，初
步核算，2018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
值 834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9.3%。海洋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4％ 、37.0％ 和
58.6％。据测算，2018年全国涉海
就业人员3684万人。

据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
与经济司提供的数据，我国海洋生
产总值从2001年到2018年平均每
6 年翻一番。海洋经济在国民经
济中的份额保持稳定，海洋生产总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 10
多年保持在9%以上。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
总值超过8.3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11 日电
（记者高敬） 记者日前从中国气象
局了解到，4月8日至9日，西北、华
北地区出现的这次降水天气过程，
有效缓解北方地区气象旱情，华
北、西北森林火险等级明显降低。
专家同时表示，受此次降水过程影

响，土壤墒情有效改善，空气湿度
增加，在未来一周内对于缓解华
北、西北东部的森林火险形势十分
有利。但北京北部、河北东北部、
天津北部、辽宁东部、四川南部、云
南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维持，防火工作不容忽视。

北方多地森林火险等级明显降低

据新华社上海 4月 11 日电
（记者 何欣荣） 海外人才集聚的
上海浦东新区11日宣布启用国际
人才港，并同步开通上海自贸区外
国人来华工作“一网通办”服务平
台。这些便利措施，可以让来华工
作的外国人在 5 个自然日内完成
工作许可、居留许可审批。

新开通的浦东国际人才港，位
于上海自贸区张江片区。人才港
里集成了外专、人社、出入境等办

事部门，设立外国人审批服务“单
一窗口”。申请人只跑一个窗口，
即可办理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实
现了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大幅
提升审批效率。

除了行政服务，浦东国际人才
港还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业务领域包
括招聘、猎头、薪酬、测评、培训等，
涵盖人力资源全产业链，让外籍人
员来华工作享受“一站服务”。

外国人来华工作也能“一网通办”

上图：4月11日，在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右旗人民医院，来自呼伦贝尔
朝聚眼科医院的医生为白内障患者做
免费复明手术。

下图：4月11日，在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右旗人民医院，医生为白内障
患者做视力检查。

4 月 9 日至 4 月 11 日，2019 年“一
带一路·光明行”蒙古国行动暨内蒙古
自治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成功为
蒙古国 59 名白内障患者和我国 73 名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白内
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为中蒙白内障患者送光明

这是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体育东
路社区的一道感人而又亮丽的风景。

几乎每天清晨和傍晚，一位老人
拄着拐杖，艰难挥动着扫帚，清扫大街
小巷的垃圾。附近的居民说，这动人
的一幕已经持续了38年，风雨无阻。

这位老人，就是72岁的三级伤残
退伍军人、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体育
东路社区居民田工。

1968年，田工如愿成为解放军工
程兵部队一名战士。

1971 年 4 月 28 日，田工为扑救油
罐车火灾身负重伤，截去了整条右腿
和部分右臀。治疗期间，国家为挽救
他的生命，采取了封闭铁路、出动直升
机等大量措施，先后安排 13 次手术，
军民累计义务献血 7000 多毫升。康
复后，部队还助他安家。

这一切，让田工深受感动。他立
下誓言：“我要用拐杖支撑身躯，用信
仰支撑人生，争取做一个残而不废、残
而有为的人。”

康复期间，田工用一条腿支撑着
伤残的身躯，主动帮医院植树、扫厕
所、办黑板报，给重伤病员端屎倒尿，
给患尿失禁的病人洗裤子。

回到部队后，田工当给养员、维修
工，还给部队办墙报和专栏。

退伍时，田工拒领了头五年半的
抚恤金，没有要求安排工作。

1981年，田工退伍回到常德。他
给常德市民政局义务帮忙了3年。那
时儿子才一岁多，妻子做临时工。为
了集中精力工作，他把孩子送到乡下。

1994年至2008年间，田工参加了
大型文化工程“中国常德诗墙”修建、
维修和续建的镌刻施工。14年间，他
一直义务坚守在工地。作为镌刻副总
监、总监，他亲手编排了 1262 幅书画
碑的版面；钩摹、雕刻了368幅书法碑
的胶纸字模；记录和整理了76本（卷）
正式的镌刻、安装施工资料。如今，常
德诗墙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
世界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

田工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远不止
这些——

他把所获的奖金、帮扶金、慰问金
及部分抚恤金都捐给比他更困难的
人。当他领取“中国常德诗墙建设一
等功臣”的奖金后，全部捐给了武陵区
慈善总会和残联；他把荣获“湖南省优
秀共产党员”所得的奖金，捐出来救治
一名急需心脏手术的病人；荣获“第五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后，他把省委
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给予的奖励、帮扶
金，捐赠给了“田工爱心屋”。自 2015
年3月4日设立“田工爱心屋”以来，他
已为其捐款23万元。

他对人民军队始终怀着深深的感
情。儿子高考时，他鼓励儿子报考军
校。最终，儿子考取军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空军某部工作。
田工的事迹在社会上形成广泛

影响，他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复员
退伍军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他被
100 多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邀请
参加宣讲活动。在近 300 场宣讲活
动中，他坚持拄拐杖站着讲，没有吃
过邀请单位的一顿饭，没有接受过一
次劳务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道德楷
模的风采。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物质
上获得多少，而在于给自己多留拼搏
足迹，为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使他人
生活得更加美好。”田工说。

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长沙4月11日电

田工：义务奉献社会38年

最美退役军人

据新华社武汉4月 11日电（记
者李思远） 为满足长江中下游地区供
水、生态和航运等社会需求，三峡枢纽
在发电的同时，枯水期持续为下游进
行补水。据中国三峡集团最新消息，
补水调度持续进行，三峡水库一季度
已累计为下游补水超过百亿立方米。

1月2日，三峡枢纽正式启动枯水
期补水调度。截至 4 月 1 日 21 时，实
测三峡水库水位 165.40 米。2019 年
一季度累计为下游补水达 100.2 亿立
方米，有效缓解了枯水季节长江中下
游地区生产生活用水紧张的局面。

三峡水库一季度
补水超百亿立方米

据新华社合肥4月 11日电 （记
者程士华） 记者从全国煤矿安全培训
工作现场会获悉，2018年19起较大事
故，其中有13起存在不培训就上岗等
问题，占比高达68%。同时，占事故总
数 90％的零星事故，也普遍存在培训
缺失等问题。国家煤矿安监局要求，
下一步要加强培训教育素质提升工
作，煤矿企业要按职工工资 1.5%比
例，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

国家煤监局：
大多数事故存在
“不培训就上岗”问题

据新华社哈尔滨 4 月 11 日电
（记者梁书斌） 记者从黑龙江省公安
厅了解到，根据刚修订的《黑龙江省公
安机关赌博违法行为治安处罚裁量指
导意见》，个人赌资在 200 元以上的，
将面临治安处罚。

据介绍，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
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
克等娱乐活动，公安机关不予处罚。

黑龙江：
个人赌资超200元
将面临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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