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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王雨萧 周蕊
每小时，百姓花费超过 45亿元用于

购物和餐饮消费，快递企业处理超过615
万件快件……这些1小时数据，是中国庞
大消费市场活力的真实写照。

近日，新华社记者奔赴多地调研，感
受中国消费的活力与潜力。作为推动经
济增长的“主引擎”，中国消费市场巨大，
活力凸显，潜力无限，成为中国应对外部
挑战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气。

◆活力旺
微波炉玻璃碗、带盖玻璃水杯……

在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记者看到生产线上，一只只晶莹剔
透的玻璃器皿有序流转。

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器皿身上，有
一些“不寻常”的新元素：耐高温、高强度
……部分产品耐热温度达130摄氏度，强
度是普通玻璃的数倍。

面对放缓的外需压力，这家出口占
近三成的企业，在加大国内市场开拓中
嗅到商机。借助拼多多网站大数据和销
售平台，定制化产品产量增加了 5 至 6
倍，部分产品月销量达几十万只。

国际环境风起云涌，国内消费成为
托举经济大盘的重要力量。巨大的机
遇，不仅中国企业看好，也得到外国企业
青睐——

上海陆家嘴，老佛爷百货。时尚产
品、法式面包店和餐厅、“快闪店”等互动
体验……在这家今年 3月份开业的百货
店里，记者感受消费热情。

这是法国老佛爷百货在中国开设的
第二家门店。“我们正在扩大全球业务版
图，而中国市场是关键。”老佛爷百货首
席执行官欧宁说，未来几年老佛爷会进
入更多中国城市，这里有望成为继法国
后第二大市场。

中国市场消费力量到底有多大？各
种购物数据中可见一斑——

“粽”览消费。今年端午前后，数亿
只粽子被消费者一扫而光；

“618”购物节期间，京东平台累计下
单金额 2015亿元；天猫 110多家品牌成
交额过亿元；网易考拉用101分钟便突破
去年“618”首日全天销售额……

一个个“购物车”拼成了一张亮丽消
费成绩单：1至 5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61332亿元，同比增长8.1%，5月
份社零总额增速比 4月份快 1.4个百分
点，6月有望继续平稳回升。

◆动力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一些城市商

圈里，热闹才刚开始。深夜市集、夜间剧
场、VR游戏……因消费多元需求，“夜间
经济”应运而生。

日前，北京提出繁荣夜间经济的 13
条举措，将在 2021年底打造一批“夜京
城”地标、商圈和生活圈。不少城市也在

“培育夜经济”方面纷纷出招。
特色小店建设正当其时。最新出炉

的2019大众点评上海特色小店攻略榜单
上，上海1400多家特色小店上榜，根据不
同用户兴趣，为消费者推荐心仪小店。

无论是夜间经济示范区，还是特色
小店，既是个性需求的延伸，也是消费升
级的体现。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文章曾评价中
国消费是“光”“影”交错，全世界都在关
注中国人的消费动向。

这种“光”和“影”，一定程度上来自
消费升级释放的能量。

服务消费方兴未艾，为消费注入新
鲜活力——

动动手指，预约旅游、体检、美容项
目……如今，除了买商品，买服务已经成
为多数人消费菜单里的“必选项”。

今年“618”期间，京东互联网医院在
线问诊量同比增长 36.2倍，心理咨询类
服务成交额同比增长9.3倍。

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
的背景下，服务消费几乎占居民最终消
费支出的“半壁江山”，成为撬动消费升
级的重要杠杆。

新技术层出不穷，为消费注入强劲
动能——

不久前，苏宁易购联手中国联通打
造的 5G 体验店，在上海正式向公众开
放。使用5G手机，观看5G＋8K电视，尝
试 5G 高速下云办公、云游戏……在店
里，记者感受到高科技带来的不一般体
验。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2020
至2025年间，5G商用将直接带动信息消
费8.2万亿元。其中智能手机、可穿戴设
备等终端产品的升级换代将释放 4.3万
亿元信息消费空间。

在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看
来，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的智慧型零售已成为商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将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抓手。

◆潜力大
观察消费潜力，农村消费无疑是一

个重要窗口。
智能语音控制的扫地机器人、千元

跑步机……这些“价格不菲”的产品成为
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

部分电商平台大数据分析，2019年上
半年，中国县域及农村地区，线上新用户
数和消费量增长最快，呈现出勃勃生机。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
主任赵萍说，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等收入群体
蕴藏大量消费新需求……这些都将成为
消费市场平稳发展的坚实保障。

激发消费潜力，政策红利持续释
放——

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
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相继落地；改
造和提升步行街；打造国际消费中心
……消费新政密集出台，消费蛋糕将越
做越大。

激发消费潜力，让百姓钱袋子“鼓起
来”——

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持续推进减
税降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力稳就
业……今年以来的政策礼包，将不断有
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让百姓买得
了、买得好。

激发消费潜力消费环境不断优
化——

集中打击清理整顿市场乱象，加快
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
标准体系，加快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消费环境更优，消费者买得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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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
船在国际风浪中行稳致远的底气将不断
增强。

中国市场消费力量到底有多大

新华社卢森堡7月13日电（记者 沈
忠浩 潘革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
投行）理事会 13日批准贝宁、吉布提、卢
旺达加入亚投行。至此，亚投行成员总
数达到100个。

亚投行理事会是在卢森堡举行的第
四届理事会年会上作出上述决定的。根
据相关规定，此次新增的三个域外成员
尚需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并向亚投行缴纳
首笔注资，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当天，亚投行理事会还选举中国财
政部部长刘昆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并
决定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将于2020
年7月2日至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刘昆指出，亚投行成员数量达到100
个，顺利获得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地位，
贷款总额达到85亿美元并成功发行首笔
美元全球债券，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和
政策，已成为多边开发体系新的重要一员。

刘昆对亚投行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
建议：一是在总结过去运营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自身特点、国际发展领域新趋势
以及成员的多样化需求，制定指导未来
发展的总体战略。

二是发挥自身作为多边开发机构优
势，将自身战略与各成员发展战略以及

“一带一路”、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
重大合作倡议对接，积极参与和支持多
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平台建设。

三是总结提炼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发展实践和理念，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推出高质量旗舰
研究报告，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东盟与
中日韩、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
区域合作等相关全球和区域合作机制，
参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亚投行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刘昆强调，作为亚投行股东国和总
部东道国，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亚投
行发展壮大，并欢迎各方明年7月到北京
参加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成
员占全球人口的 78%，占全球 GDP 的
63%。“在所有成员的支持下，我们正在
建立一个精简、廉洁、绿色的机构，支持
各成员实现可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亚投行已批准 18个成员
的46个贷款项目，贷款总额85亿美元。

新华社哈尔滨7月14日电（记者 王
建）近日，约12万尾施氏鲟鱼苗在黑龙江
呼玛段被放流，这是我国首次在黑龙江
上游放流鲟鱼。

施氏鲟是中国鲟鱼中最具有经济价
值的优质珍稀鱼类，属于濒危鱼类。黑
龙江省渔业渔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施氏鲟是黑龙江省特有的鱼类，被称
为“水中大熊猫”“活化石”，非常珍贵。

今年6月初，黑龙江省水产良种引育
种中心从抚远市运回施氏鲟活体胚胎，
人工孵化后，经过50多天的培育，鱼苗平

均每尾长度达 7.8 厘米左右，最大的为
10.5厘米，体质健康，达到了放流标准。

为了保护施氏鲟，黑龙江省多年来
一直人工繁育鲟鱼苗，每年向黑龙江放
流。往年，鲟鱼放流都在黑龙江中游江
段。今年放流地点从黑龙江中游向上延
伸了200多公里，选在了黑龙江上游呼玛
段。

黑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负责人
说，此次放流有利于保护黑龙江水域鲟
鳇鱼资源，加强生态建设，实现渔业可持
续发展。

新华社武汉7月14日电（记者 冯国
栋）14日 15时许，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
利街245号的江汉饭店突发火情，现场浓
烟滚滚。截至 18时许，火势基本得到控
制，相关部门仍在现场处置。火灾未造
成人员伤亡。这座百年历史建筑的顶层
在火灾中被损毁。

记者现场看到，发生火灾的江汉饭
店是一栋5层楼历史建筑，位于汉口江汉
路步行街附近。起火点位于5楼顶层，火
势较大。消防部门先是在地面用高压水

枪压制，后用云梯运送消防员到顶楼火
场实施扑救、灭火。

记者看到，江汉饭店外围有隔离围
墙，起火前正在装修。据武汉市相关部
门通报，现场初步判断起火原因为江汉
饭店外立面改造，起火部位为 5层楼楼
顶，燃烧物质为木材等。目前现场已得
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火灾详细原因
正在调查中。

据了解，江汉饭店是一栋百年历史
的老建筑，饭店于1910年开业。

武汉一百年历史建筑顶层遭大火损毁

我国首次在黑龙江上游放流12万尾施氏鲟

亚投行成员增至100个

7 月 14 日《桐城派
大辞典》新书首发式在
安徽合肥举行。《桐城派
大辞典》收录 1162 位桐
城派作家、13603 个辞
条，是一部桐城派文化
综合性辞典，以桐城派
渊源背景、作家、著作、
文论、评论研究、文化遗
存6个方面为主体框架。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