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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穩增 帶動消費升級
中高檔消費回暖明顯 逆轉去年低迷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今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居民收入增長再次跑贏GDP，消

費亦繼續擔當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63.4%，較同期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高30.7個百分點。同時，中高檔消費

明顯回暖，旅遊休閒娛樂類消費快速增長，網購消費和服務消費等新興消

費增長迅猛，顯示出居民旺盛購買力和消費升級的新趨勢。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上半年全國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為8.8%，實

際增速為7.3%，均好於去年同期和今年一
季度的水平，同時也快於經濟增速，比
GDP增速快0.4個百分點，比人均GDP增
速快0.9個百分點，顯示居民收入繼續改
善，收入增加自然會帶來消費需求的提升。
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達到17.2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0.4%，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加快0.4
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最終消費對經濟
增長的貢獻率為63.4%，高於同期資本形
成總額貢獻率30.7個百分點，拉動經濟增
長4.4個百分點。6月當月同比增長11%，
為18個月以來最高增速。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今年上半年居民
中高檔消費明顯回暖，金銀珠寶消費增長
7.9%，增幅同比大幅改善9.4個百分點，
一改去年增速持續為負的低迷態勢。同
時，主要國際高檔消費品門店銷售額保持
兩位數增速，顯示出消費者日益強大的購
買力。但與此同時，受政策影響，耐用品
消費明顯降溫，稅收優惠政策調整後汽車
消費明顯減速，嚴厲調控政策抑制了住房
消費增長勢頭。
祝寶良認為，消費升級趨勢初步形成，
旅遊休閒娛樂等消費增長較快，網購消費
和服務消費等新興消費增長迅猛。

服務類消費增長最快
數據顯示，上半年，服務類消費增長最
快，居民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醫
療保健等改善型、服務性消費方面的人均

支出分別增長9.6%、10.0%和11.9%，遠
高於6.1%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幅。網購
服務消費增長態勢更為迅猛，也成為拉動
網購增長的新動力。
對於未來消費增長趨勢，祝寶良指出，

經濟穩中向好，使得民眾對未來收入改善
的預期增強，企業利潤在產品價格反彈支
撐下將保持慣性平穩增長，居民工資性收
入增長將得到保障，同時經營環境好轉有
利於城鎮居民經營性收入的恢復。對於農
村居民來說，確權頒證促進了土地流轉收
入和住房出租價格增長，集體產權股份制
改造推動了農民紅利收入等財產性收入快
速增長。因此，居民收入增長將有力支撐
消費溫和增長。

「互聯網+」滿足不同消費需求
祝寶良預計，隨着發展型、享受型等升
級類消費不斷湧現新興熱點，旅遊消費、
文化消費、醫療消費等將持續保持遠高於
整體消費增速的發展勢頭，對消費增長起
到推動作用，在居民收入增長有保障的前
提下，此類可選消費市場潛力巨大，將繼
續快速增長，成為消費市場的新增長點。
另外，「互聯網技術對消費市場的深入

改造，快速打破了商業模式和消費方式的
傳統約束。『互聯網+』大大縮短了供需
之間的響應鏈條，更好滿足了不同種類、
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祝寶良預計，下
半年，通過電商規範發展促進海外消費回
流、通過物流建設激發三四線城市以及農
村消費需求、通過細分市場更好迎合市場
需求等發展趨勢，將在更大程度上促進中
國居民消費增長。

消費升級有跡可尋
上半年全國影院票房同比增長
10.5%，增速高於上年全年
6.8個百分點

休閒度假需求旺盛，品質團、
定制遊受追捧，人均旅遊消費
達到 3,000 元（人民幣，下
同）以上，定制遊用戶人均消
費達到4,500元以上

全 國 網 購 零 售 消 費 增 長
33.4%，增幅同比提高5.2個
百分點，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中佔比為13.8%，同比提升
2.2個百分點

居民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
樂、醫療保健等改善型、服務
性消費方面的人均支出分別增
長9.6%、10.0%和11.9%，
遠高於6.1%的居民人均消費
支出增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廈門高女士：購物不「肉痛」
工作五六年了，收入穩

定，今年蔬菜、水果都比
較便宜，可能豐收產量多
吧，除了房子貴買不起，
其他東西買起來似乎都不
覺得「肉痛」了。這幾年
經常安排出國旅行，今年
本來擔心人民幣貶值，出
國玩恐怕要多花錢，結果
上半年人民幣反而升值
了，出國玩一趟比預算節
約了不少。

北京董先生：網購「半日達」
現在日常消費基本都網購了，今年

新出現不少「半日達」、兩小時送到
家等服務，下午下單，晚上下班到
家，貨也送到家門口了，為上班族省
下外出採購的時間。現在收入增加
了，消費能力提高了，追求更好的產
品，網上日常消費更多關注有機環
保、進口、特色產地等等標籤的產
品，價格高了但也能接受，唯希望有
關部門對網絡上的產地特許經營、進
口許可等加強監管，讓我們買得更方
便，買得更放心。

居民暢談「獲得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董先生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廈門高女士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記者昨日從廣東省邊檢機關獲悉，當
地近年出入境流量雖逐年提高，但95%的
旅客候檢時間不超25分鐘。隨着電子出入
境證件的逐漸普及，「一刷通關」的便利
正在全省口岸全面推廣，部分邊檢站還升
級改造了「智能驗證台」，實現證件真偽
快速檢驗、通道無盲區監視等功能，港澳
旅客自助通關僅需大概10秒。

查驗效率升逾四成
廣東邊檢機關有關負責人分析說，新型
「智能驗證台」集數字多功能於一體，在
傳統驗證台基礎上，結合人體工程學標準
設計，擁有證件偽假輔助鑒別、出入境卡
片自助打印、自動查驗等多種數字化功
能，可輔助檢查員準確完成對旅客的身份

驗證。「啟用新型智能驗證台，進一步提
高口岸現代化查驗水平，境內外每名旅客
通關時間都縮短至10秒左右，查驗效率較
傳統驗證台提升40%以上」。廣東省邊檢
機關表示，目前，全省現役邊檢已建成以
邊檢信息系統為核心的信息化查驗體系，
查驗能力、綜合管理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處於內地先進水平。
廣東省邊檢機關指出，為對接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戰略和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
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規劃，邊檢部
門不斷拓寬服務領域，靠前服務惠州中海
油物流基地、支援香港台山拆建物料填海
工程等大型重點對外開放項目，並響應東
莞市政府率先在全省啟動的水運口岸「三
互」（口岸監管部門信息互換、監管互認
和執法互助）大通關模式。

粵口岸升級 港客自助通關僅10秒

■「一刷通關」正在廣東口岸全面推廣，港澳客
自助通關僅需10秒。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長春報道）國
家發改委振興司司長周建平在昨日由東北大學
聯合東北三省四市政府共同舉辦的「2017東北
振興論壇」上指出，當前東北經濟正逐步走出
谷底，處於觸底趨穩過程中。其中，吉林、黑
龍江兩省今年上半年的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分別
增長了6.3%和6.5%，遼寧經濟狀況也較去年
好轉。同時，與會專家直言，東北仍面臨「體
制病、結構病、生產方式病」的癥結，走出困
境任重道遠。

本屆論壇由東北大學、中國（海南）改革發
展研究院、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聯合長春、瀋
陽、大連、哈爾濱四市政府舉辦，力邀知名經
濟專家、東北科研機構、新經濟企業領袖等千
餘人與會。周建平在昨日的開幕致辭上指出，
到今年7月已有20多個國家部委和單位研究出
台了支持東北振興發展的政策舉措和方案，實
施了60多項專項支持政策。
周建平引用今年上半年東北經濟的部分數

字，說明此間的積極變化。今年上半年，東北

新登記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9.2%，增速居全國
四大板塊之首。其中，截至6月底，中國（遼
寧）自貿區的新註冊企業數達8,817家，註冊
資本達1,207億元人民幣。

專家：應斬掉「殭屍企業」
同期發佈的東北振興指數研究報告則從政府

治理、企業優化、區域開放、產業發展、創新
創業、社會民生六個維度來考察經濟新常態下
經濟動態變化。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副院長、
東北大學經濟學教授李凱在發佈此次振興指數
報告時直言，東北地區的振興指數從2011年的
44.67增長到2015年的49.03，呈現穩中有進的
態勢，但仍低於全國在這一階段從46.05增至
52.36的平均水平，相對落後狀態依然存在。
他續稱，穩中有進和相對落後是東北全面振興
的總體態勢，但東北增速放緩，並非經濟學上
的衰退，「唱衰東北並沒有根據」。
國企改革一直是東北振興的重頭戲，中國宏

觀經濟研究院教授、中國東北振興研究員專家
委員會副主任常修澤指出，振興東北時要慎言
國企做大做強，東北7,076家國企中近一半處
於非盈利面，並非所有國企都要做大而強，其
中的「殭屍企業」就應斬掉，進而鼓勵「國有
經濟做優做活，民營經濟做大做強」。

東北經濟出低谷 數據證實非衰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長春報
道）東北虎豹國家公園國有自然資源
資產管理局、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管理
局昨日在吉林省長春市掛牌成立。該
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橫跨吉林、黑龍
江兩省，總面積達14,612平方公里，
其中吉林省片區面積10,380平方公
里，佔總面積71%。
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開展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
理體制試點和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工
作，是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要
內容。「這兩個管理局掛牌，標誌着
我國第一個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國家自
然資源資產和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正式

建立，必將對加強自然資源保護管
理、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產生重大而深
遠的影響。」張建龍還說，東北虎豹
國家公園試點區域全民所有自然資源
資產所有權由國務院直接行使，試點
期間，具體委託國家林業局代行。

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管理局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
報道）《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
紀念郵票1套1枚及絹質小版票，昨
日在福建廈門首發。此為中國第一枚
金磚題材郵票，是福建歷史上第一枚
國際性大會紀念郵票和絹質小版票，
與「G20杭州峰會」和「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紀念郵票形成系列專題郵
票。
《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紀念
郵票絹質小版票的版邊設計，採納了
廈門市攝影家朱清福拍攝的鼓浪嶼全
景圖。今年7月，鼓浪嶼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這亦是鼓浪嶼申遺成功
後首次榮登紀特郵票圖稿。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發行現場看到，郵票以2017
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名稱和會
標標誌為主設計元素，並精選以鼓浪
嶼、廈門大學、集美學村等最具廈門
代表性的風光、人文標誌元素為輔助
進行設計。前景主要元素為鼓浪嶼的
日光岩、建築群、翩翩飛翔的白鷺和
廈門大學建築；遠處有環島路、集美
學村建築等。
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廈門市分公司黨

委書記張志軍接受訪問時說：「整幅
畫面視野開闊，色調雅致，充分展現
廈門特色與風貌。既體現了福建、廈
門的戰略地位、經濟建設成就，又寓
意金磚國家以廈門會晤為新的起點，
面向大海，揚帆起航，攜手未來的美
好前景。」
據介紹，中國郵政發行了一系列版

式不同的郵品，如原地封、極限片、
絹質小版折、大版冊、明信片等。昨
日除《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紀
念郵票發行新聞發佈會暨首發式外，
當地亦舉行了新郵發行、郵展和講座
等一系列形式多樣的集郵文化活動。

廈門發行首枚金磚題材郵票

■《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紀念
郵票及絹質小版票，昨日在福建廈門
首發。 香港文匯報廈門傳真

■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管理局昨日在長
春市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學者指，中國今年上半年居民中高檔消費明顯回暖。圖為民眾在上月31日舉行的哈爾濱
國際車展中選購汽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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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日暫停一期。

■周建平指當前東北經濟正逐步走出谷底，處於觸底趨穩過程中。圖為位於遼東半島南端的大
連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