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改委：下半年物價將保持平穩
上半年國內零售總額逾20萬億 貢獻經濟增長近八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

京報道）中美貿易局勢依然較為緊

張，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備受關

注。昨日，在國家發改委舉行的

「擴大消費」專題記者會上，香港

文匯報記者獲悉，今年上半年，中

國內地消費運行總體平穩，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達到18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合港幣 20.8 萬億

元），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率為78.5%，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

拉動力。多位發改委司局負責人表

示，儘管貿易保護主義等不確定因

素不斷加劇，但下半年物價保持平

穩具備堅實基礎，仍將在溫和區間

運行。

上半年各領域消費亮點
旅遊
國內遊達28.26億人次，同比增長11.4%。前六個月國內
旅遊收入2.4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12.5%。

文化
全國電影票房總計320億元，同比增長17.8%，其中國
產電影票房佔全國總票房近60%。目前全國電影銀幕超
過5萬個，居世界第一。

體育
上半年馬拉松等體育消費勢頭強勁，預計到今年年底，
體育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將超過1%，體育消費將近
1萬億，吸納就業人數將超過440萬人。

養老
截至今年6月，全國各類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15.6萬
個，各類養老床位達700多萬張，從業人數超過70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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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國內外市場不斷出現新變化，下
半年中國物價的走勢因而備受矚目。

發改委價格司司長岳修虎表示，貿易保護主
義加劇，國際商品市場、金融市場波動加
大，不確定性顯著增強。但下半年中國內地
物價保持平穩具備堅實的基礎，仍將在溫和
區間運行。

加強監測預警 穩定價格
岳修虎說，從宏觀層面看，中國經濟有望

延續穩中向好態勢，金融環境總體穩定，產
業結構、消費結構升級加快，新動能不斷增
強，總供需將保持基本平衡。而且中國工農
業生產穩定，重要的民生商品、工業品供給
充裕，糧食穩產豐產。此外，改革開放40年

來，中國在宏觀調控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
重要的民生商品以及基礎原材料的儲備調節
制度不斷完善，完全有能力應對外部環境變
化帶來的影響。
談及下半年「穩物價」的具體舉措，岳修

虎透露，發改委將加強市場價格監測預警，
密切跟蹤價格總水平、重要商品價格變化，
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和潛在性問題，進
行預警。同時，加強市場調節監管與調控，
依法嚴厲打擊價格違法行為，確保重點商品
的市場供應和價格穩定。

圍繞民生消費 覓增長點
發改委綜合司巡視員劉宇南介紹說，上半

年，中國消費運行總體平穩，消費結構持續
優化，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18萬億元，同
比增長9.4%，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為78.5%，同比提高14.2%，成為經濟增長
的主要拉動力。
值得關注的是，隨着「互聯網+」向更多

傳統消費領域持續滲透融合，中國網購用戶
規模不斷擴大，上半年網上零售額4.1萬
億，增長30.1%。其中實物商品零售額3.1萬
億元，增長29.8%，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的比重升至17.4%。
談及下一步工作部署，他表示，發改委將

會同有關部門，圍繞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務

消費的升級方向，保證基本消費經濟實惠安
全，培育中高端消費市場，努力形成若干發
展勢頭良好、帶動力強的消費新增長點。此
外，着力改善居民消費能力和預期，着力擴
大居民消費，發揮好消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
的基礎作用。

短期因素致五六月消費緩增
消費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壓艙石」，

但今年5、6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
速卻出現回落，引發頗多關注。對此，劉宇
南回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主要統計的是
居民實物消費，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服務消費
的發展情況。綜合服務消費和實物消費總體
情況，中國消費仍然保持比較合理的增長速
度。
他表示，5、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
速有所回落，主要是受到政策性和季節性因
素影響：比如進口汽車關稅下調的政策預
期、端午節三天假期錯月等；此外，住房銷
售增速回落也帶動了住房相關消費的增長放
緩。
劉宇南預計，在季節性影響將逐步消除、

短期負面因素逐步減弱後，消費增速將出現
一定回升。同時，隨着消費產品和服務供給
質量不斷提升，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也會逐
步提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近年
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因私
出國，令國內一部分購買
力向海外轉移。針對外界
「國人購買力外流」的擔
憂，發改委綜合司巡視員
劉宇南表示，一方面，
這也充分反映了居民收
入的增長和消費願望的
提升。另一方面，也要
增加國內高品質產品和
服務供給，滿足消費升級
的需要，同時增強居民對
國內消費市場的信心，改
善大家的消費預期。
劉宇南分析說，之所以會出現購

買力外流、海淘等現象，一方面，
因為國內居民對高品質、高端產品
和服務有了旺盛的需求，而國內市
場暫時沒有辦法滿足居民需要；另
一方面，就是國人對國內產品和服
務信心不足。
談及「應對之策」，劉宇南認

為，要大力支持國內企業加大技術
研發投入，突破核心技術，帶動產
品創新，提升中高端產品供給質

量。同時，對國內短時間內生產不
了的，要立足構建更加公平開放的
市場環境，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
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大消費
領域有效有序開放力度和外企合資
合作，促進高端產品和服務生產。
「還要加快建立健全高層次、廣覆

蓋、強約束的質量標準和後評價體
系。」劉宇南說，應圍繞消費需求旺
盛、與群眾日常生活十分相關的重點
消費品，構建新型消費品標準體系，
通過標準實施促進質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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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退
役軍人事務部等軍地12個部門日前
聯合印發《關於促進新時代退役軍人
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
《意見》）。《意見》指出，退役軍
人是重要的人力資源，是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促進退役軍
人就業創業，對於更好實現退役軍人
自身價值、助推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國防和軍隊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意見》明確，新時代退役軍人就

業創業工作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政府推
動、政策優先，市場導向、需求牽
引，自願選擇、自主作為，調動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進，保障退役軍人在享
受普惠性就業創業扶持政策和公共服
務基礎上再給予特殊優待。

完善教育培訓體系
《意見》要求，提升退役軍人就業

創業能力，完善多層次、多樣化的教
育培訓體系，將退役軍人教育培訓納
入國家學歷教育和職業教育體系，依
託普通高校、職業院校等教育資源，
促進現役軍人與退役軍人教育培訓相
銜接、學歷教育與技能培訓互為補
充。加大就業支持力度，機關、社會
團體、企事業單位招收退役軍人適當
放寬年齡和學歷條件，同等條件下優
先招錄，加大從退役軍人中招錄公務
員的力度。拓寬退役軍人就業渠道，
對吸納退役軍人就業的企業，符合條
件的可享受稅收優惠。強化就業服
務，實施後續跟蹤扶持。
《意見》還要求，優化退役軍人
創業環境，政府投資或社會共建的
創業孵化基地和創業園區可設立退
役軍人專區，有條件的地區可專門
建立退役軍人創業孵化基地。退役
軍人創辦中小企業，享受金融和稅
收優惠，鼓勵社會資本設立退役軍

人創業基金，拓寬資金保障渠道。
建立健全服務體系，加快建設全國
貫通、實時共享、上下聯動的退役
軍人就業創業服務信息平台，成立
就業創業指導團隊，引入社會力量
支持退役軍人就業創業。
《意見》強調，要把退役軍人就
業創業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健
全工作機制，明確任務分工，納入
績效考核，加強監督檢查，嚴格追
蹤問效，確保政策落實落地。對在
中央政策之外增設條件、提高門檻
的，堅決予以清理和糾正；對政策
落實不到位、工作推進不力的，及
時督查督辦；對嚴重違反政策規
定、造成不良影響的，嚴肅追究責
任。要加強思想政治和擇業觀念教
育，引導廣大退役軍人發揚人民軍
隊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退役不褪
色、退伍不退志，在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事業中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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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國人會在海外旅遊時進行購物。
圖為中國遊客在韓國首爾明洞一間化妝品店
購物。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
毅在新加坡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議期間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舉行雙邊會見。
王毅表示，李克強總理時隔8年成功訪日，推動中日關係得到

改善。安倍首相多次表示，中日雙方要化競爭為協調，這顯示了
日方對華認知的積極變化。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
年，雙方應回顧40年來雙邊關係發展的經驗教訓，切實鞏固中
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雙邊關係政治基礎。希望日方珍惜目前來
之不易的改善勢頭，妥善處理有關敏感問題，不斷增加正能量，
排除負面干擾，確保中日關係繼續沿着正確方向向前發展。中方
願同日方加緊全面落實兩國領導人共識，加強在高技術和創新、
第三方市場等領域務實合作。
河野表示，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成功訪日，日中關係回到正常

軌道，在經濟等領域合作取得良好進展，日方對此感到高興。日
方願意作出進一步努力，認真落實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加強高
層交往，推進在創新和第三方合作等領域合作。希望雙方積極加
強青年交流，為雙方關係持續改善發展營造良好社會基礎。

王毅會見日本外相
促日妥處敏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拼多多購物平台上涉嫌銷
售侵權假冒商品，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昨日發出通知，將加大
打擊製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力度，實施全鏈條打擊、落實
經營主體責任。
通知提出，將打擊包括「傍名牌」在內的製售假冒偽劣商品、
其他商標侵權、相關虛假宣傳和違法廣告等違法行為，發現涉嫌
重大違法線索，要對生產、銷售等相關環節進行全鏈條調查處
理。屬地監管部門應逐一排查，對於情況屬實的應依法從嚴查
處，並及時向社會披露。
通知並提出，落實經營主體責任。督促網絡交易平台（網站）
經營者履行法定義務，切實維護商標權利人和消費者的合法權
益。各地監管部門應充分發揮媒體監督的作用，及時受理、認真
調查處理商標權利人和消費者的投訴、舉報，加大對相關違法廣
告的監測力度，通過各種渠道擴大相關違法線索的來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昨
日，中國空軍官方發佈消息指出，中
國自主研發的殲-16戰機已列陣長
空，向全面形成實戰能力邁出堅實步
伐。
中國空軍官方微博「空軍發佈」2

日發佈消息指，合着中國人民解放軍
建軍91周年的鏗鏘步伐，中國的藍
天翱翔着一群群威武的新型戰機。先
期裝備中國自主研發的殲-16戰機的
空軍航空兵部隊，展開與殲-10、
殲-11B、蘇-30等戰機的對抗空戰訓
練，向全面形成實戰能力邁出堅實步

伐。
另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殲-16
多用途戰鬥機首次亮相是在2017年
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
閱兵中。1年來，人民空軍已有多支
殲擊航空兵部隊換裝了殲-16多用途
戰鬥機，展示了中國空軍作戰能力的
快速提升。
此外，新華社報道，今年2月底，

中國空軍在北京發佈殲-16戰機宣傳
片和殲-16戰機紀念封，展現中國空
軍加快戰略轉型、推進練兵備戰的使
命風采。

■12部門聯合發文，優先扶持退役軍
人就業創業。圖為浙江長興縣小浦鎮
合溪村文化禮堂，村民們和退伍軍人
一起包餛飩。 網上圖片

國產殲-16列陣長空 提升全面實戰能力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
嚴打製售侵權假冒商品

■■中國空軍殲中國空軍殲--1616戰機進行飛行訓練戰機進行飛行訓練。。
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居民社會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近居民社會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近
八成八成。。圖為重慶市民在超市選購水果圖為重慶市民在超市選購水果。。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