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责编 / 姜明菊 版式 / 张峰 校对 / 张峰 2018年9月6日 星期四时报/国事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记
者 陈炜伟 于佳欣）国家统计局
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消费领域发生巨
大变化，消费品市场规模持续扩
大，消费热点由实物消费向服务
消费转变，消费升级类商品快速
增长，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消费品由数量短缺向供给
充裕转变

数据显示，反映消费品市场
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17
年 的 366262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15%。

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使与
民生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类商
品较快增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
求得到满足。2017 年，限额以
上单位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服装
类 商 品 零 售 分 别 为 22035 和
14557亿元，分别是1978年食品
和服装类商品零售额的34和52
倍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9.4% 和
10.7%。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有
关负责人说，改革开放为国内市
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空间，消费总量持续扩大。市场
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商品
短缺和凭证供应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

消费升级类商品快速增长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

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
结构不断改善，居民消费从注重
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

从商品内部构成看，满足基
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品零售额占
全部零售额的比重明显下降，反
映消费升级的耐用品类零售额
占比提升。具体来看，一是吃、
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
低。2017 年，在限额以上单位
商品销售类值中，粮油食品饮料
烟酒、服装鞋帽针纺织用品类商
品占比分别为14.6%和9.6%，分
别比 1978 年食品、服装类商品
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降低 37.2和 12.4个百分
点。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
数为 29.3%，其中城镇、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28.6%和
31.2%，分别比 1978年下降 28.9
和36.5个百分点。

二 是 耐 用 品 消 费 增 长 较
快。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平
均每百户年末彩色电视机、洗衣
机 和 电 冰 箱 拥 有 量 分 别 为
123.8、95.7和 98台，而 1981年，
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拥有
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
数 量 分 别 仅 为 0.6、6.3 和 0.2
台。2017 年，汽车类商品零售
额为 4.2万亿元，比 1998年增长
169倍，近20年来年均增长速度
超过 30%。车型结构发生了明
显变化，代表汽车消费升级方向

的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和新能源汽车增势强劲。

三是信息消费方面，随着互
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率逐年提高，以手机、计算机为
代表的信息产品消费实现跨越
式发展。2017 年，限额以上单
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达到
4330 亿 元 ，是 1999 年 的 131
倍。201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
户年末拥有移动电话和计算机
数量分别达到235部和81台，分
别是2000年的12和8倍。

服务消费成为新热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供给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由
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娱
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
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
消费成为新热点。

在餐饮消费方面，逐步形成
业态互补、高中低档协调发展、
中外餐饮融合促进的发展格
局。201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中餐饮收入 39644亿元，是
1978 年 的 723 倍 ，年 均 增 长
18.4%，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年均增速高3.4个百分点。

在旅游消费方面，旅游市场
持续增长，居民出游方式多种多
样。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
均出游已达 3.7次，国内旅游人
数达到 50亿人次，是 1994年的
10倍，年均增长10.3%。2017年
全国旅游总花费约 4.6万亿元，
是 1994 年的 45 倍，年均增长
18%。

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数据
显示，2017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559亿元，比1991年增长超过22
倍，年均增长约 12.9%；2012 年
以来我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居世
界第二，2012 年总票房为北美
市场的 25%，而 2017 年已达到
北美市场的77.6%。

“新兴服务消费正多点开
花、持续提质扩容，其在总体消
费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充分体现
了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凸显
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贸促
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说。

网络消费等新兴业态方兴
未艾

统计显示，2017年，全国网
上零售额71751亿元，比2014年
增长 1.6 倍。2017 年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增速比同期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高17.8个百分点，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15%，比 2014 年提高 6.1 个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有
关负责人说，随着网络技术的
进步和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
以及网络购物带来的操作简
便、商品选择余地大、价格优
势明显等突出特点，网络零售
规模不断壮大，成为消费增长
的重要因素。

统计数据展现我国消费市场巨变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

宝贵的人才资源，2018 届高校毕业生达 820 万
人，再创历史新高。为此，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
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内容作为督查重点内容
之一。

线上线下多元化 就业指导更精准
大学生就业，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毕业生

人数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率始终保持在94%以上。

国务院第十二督查组通过座谈、走访以及与
安徽部分高校师生和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一对一
谈话等方式，了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政策
落实情况。

“我6月份通过网络提交了见习申请，没想到
7月就接到了面试通知，见习期间就有保险，3个
月就能转正。我特别看重这个就业机会。”1995
年出生的蒋宗婷说。

安徽省人社厅就业处处长吕泉介绍，2014年
以来，安徽省每年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纳入省
政府 33项民生工程之一，累计开发了 10万个见
习岗位。2018年，安徽省利用“阳光就业”网上经
办系统，第一时间向近 3万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推送实名制帮扶信息。

第十二督查组组长朱之文表示，教育部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高度重视，就业指导服务更加
精准。如充分利用“互联网+就业”新模式，国家、
省级和高校就业网联动，根据毕业生个体特点和
求职意愿，为毕业生送岗位、送政策、送指导。
2018年举办 20余场全国性网上招聘活动，提供
就业岗位信息300余万条。各高校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拓宽渠道，收集
信息，使招聘活动场次、岗位数量进一步增加。

同时，对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毕业生、残疾
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和零就业家庭毕业生等
实行一对一精准帮扶。持续关心离校未就业毕
业生，为他们提供岗位信息、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会同人社部门做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衔接
和服务接续工作。

竞赛带动创新创业 双创教育贯穿人才培养
当前，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除了在校赛、省赛
基础上举办全国总决赛，还包含了“大学生创客
秀”、大赛优秀项目对接巡展等多项活动。

第二十一督查组在海南座谈发现，很多创业
者都参加了当地的各类双创赛事，并通过大赛得
到了支持、宣传、培训和市场对接的机会。海南
省在自身创新创业资源禀赋较弱的情况下，以各
类创新创业大赛为平台，发现并培育了一大批优
质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

资金短缺是许多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拦路
虎”，全国多地出台相应政策对高校毕业生创业
进行资金帮扶。

“凭借相关证明材料，上个月提交了创业无
息贷款申请，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总额30万元的
贷款。”大学生创业者柴卓昂说，得益于天津市推
出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他资金
短缺的“燃眉之急”得到了有效缓解。

教育部在强化政策支持的同时，还将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紧密结合，促进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将创新创业
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加强创业指导服
务，建立国家、地方、高校三级创业信息服务平
台，提供创业项目对接、创业培训实训等服务。
“到基层去”对接国家需求 提高就业服务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就业质量”新目
标，要求就业注意“质”“量”齐头并进，实现更高
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为了给各行各业提供高素质人力人才资源，
教育部引导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大力拓宽
就业渠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教师特岗计
划”“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中央
基层项目，招募 14万余人，其中“教师特岗计划”
招募规模同比增加11%；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吸
纳毕业生就业主渠道作用，举办了全国中小企业
网上百日招聘等活动。

同时，鼓励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推
动高校结合人才培养特色和学科优势，加快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开展讲座报告
等多种方式，为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提供
咨询、指导等服务。各地各高校主动对接“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人
才需求，开拓就业岗位。

督查组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
的形势仍较严峻，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并存，新
矛盾和老矛盾交织，就业工作仍面临较大挑战。

朱之文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积极会同有
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形势变化，开展毕
业生就业形势调研和需求分析，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完善措施、加大力度，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
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第十二督查组建议，加强就业政策与经济政
策的协调，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与时
俱进完善就业政策，积极构建社会人才需求分析
预测机制，加大技工学院、职业学院建设，加强对
高校就业创业的分类指导，政府企业高校加强
合作。

2018国务院大督查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上接A01版）习近平强调，中非合作一贯坚持互
利共赢、开放包容。希望国际合作伙伴形成合
力，共同为非洲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对非合
作中，国际社会各方都要尊重非洲主权，倾听非
洲意见，重视非洲主张，兑现对非洲的承诺。

习近平指出，中非领导人在所有重大问题上
都达成重要共识，发出了共同声音。北京峰会取
得圆满成功，揭开了中非关系新的历史篇章，树
立了南南合作新的时代丰碑。中非合作论坛已
经成为国际对非合作和南南合作的一面旗帜。
北京峰会成功举行，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新的历史征
程。我们要共同做实做强中非合作论坛，全面高
效落实北京峰会成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造福中
非人民。

习近平感谢与会非方领导人为峰会成功举
行所作的贡献，感谢中非各界的积极参与，相信

在26亿多中非人民积极支持下，中非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
得成功，中非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拉马福萨和萨勒在致辞中表示，中非合作论
坛成立18年来，已经成为非中双方，特别是非洲国
家加快发展步伐的理想平台。我们真诚感谢中方
为促进非洲发展所作的贡献，感谢习近平主席、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成功主办了这次北京峰会，感
谢北京市人民的热情友好和大力支持。北京的发
展成就和整洁市容令我们印象深刻。这次峰会成
果丰硕，充分展示了非中兄弟般的深厚友谊，描绘
出非中关系发展新蓝图。非方愿同中方一道努
力，深化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
一路”，落实好非中合作新举措，打造更加紧密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非中人民。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