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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黄金周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 1.52 万亿元
商务部 7 日发布数据显示，10 月 1 日至
7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 1.52
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8.5%。
据商务部监测，今年“十一”黄金周，购
物、餐饮等传统消费亮点纷呈，旅游、文化、体
育等新兴消费蓬勃发展，夜间经济、首店经济
成为新亮点，个性化、品质化、智能化引领消
费升级大潮，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
总体平稳。

商品消费亮点纷呈
节日期间，各地绿色食品、时尚服饰、智
能家电、
新型数码产品等商品销售红火。集购
物、餐饮、
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消费业态
受到青睐，各地特色步行街人气兴旺，杭州湖
滨步行街改造后重新开街，日均客流量超 10
万人次，武汉江汉路步行街黄金周首日客流
量达 30 余万人次。

餐饮消费红火兴旺
婚宴、
亲朋聚餐、在线订餐成为国庆餐饮
市场主角，大众化、
特色化餐饮备受青睐。老
字号餐饮、
特色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北京部分
老字号餐厅销售额比平日增长 1 倍左右。黄
金周期间，重庆、青海、湖北、四川、江苏等地
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0%、
16.3%、
15.7%、14.0%和 11.3%。

体验消费广受欢迎
旅游、
观影、
看展、运动、读书等过节方式
受到越来越多民众青睐。黄金周前四天全国
共接待游客 5.42 亿人次，同比增长 8%。一批
主旋律影片引发国庆观影热潮，全国电影票
房总收入突破 4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 倍
以上，创“十一”黄金周票房纪录。

生活必需品市场货足价稳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
富，
价格总体平稳。粮油价格基本稳定，百家
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米、
面粉、
食用油平
均批发价格与节前一周基本持平。肉类价格
小幅上涨，
其中猪肉批发价格 37.26 元/公斤，
比节前一周上涨 1.6%。蔬菜水果价格有所下
降，
30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 3.64 元/公斤，比
节前一周下降 1.6%；
6 种水果平均批发价格
6.44 元/公斤，
下降 3.4%。
渊王雨萧 于佳欣冤

广告

注重品牌建设 彰显商号价值

浙江
“丰利”
再次
被认定为
浙江省知名商号
日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丰利
粉碎设备有限公司的“丰利”企业商号再
次被认定为浙江省知名商号，有效期 6
年。
浙江丰利历来注重品牌建设，坚持
诚信经营，
重视社会责任，使“丰利”商号
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和良好的
商业信誉，被授予“企业信用等级 AAA
级”
“AAA 级纳税信誉”、
、
“浙江省诚信示
范企业”
、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等荣誉称
号。
丰利粉碎商标从确定之日起,一直广
泛使用于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展览及其
他商业活动中。十多年来 随着国内外市
场的不断拓展和广告的持续投入,
“丰利”
商标的公众知晓度越来越高, 市场辐射
力也在不断上升，“丰利粉碎”连续五届
评为“浙江名牌产品”
，这在我国粉碎设
备界仅此一家, 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品
牌，享有“中国粉碎机专家”
的美誉。
到目前为止，
“丰利”凭着过硬的产
品质量和高效的节能效果，热销全国各
地，挺进国际市场，成为美国、德国等多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中国采购粉体工程
设备定点供应商。浙江丰利跻身中国化
工装备百强，成为我国粉体设备领域规
模大、实力强、品种全，新品多的行业龙
头企业，全国颗粒表征与分检及筛网标
委会超微粉碎设备工作组秘书长单位，
闻名海内外的成套超微粉体设备和绿色
环保装备生产基地。
咨询热线院0575-83105888尧
83100888尧83185888尧83183618
网址院www.zjfngli.net
地址院(312400)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
街道罗东路 18 号
邮箱院fengli@zjfengli.cn
中文搜索院浙江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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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中国：
经济增长贡献率第一 制造业产值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腾飞，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
设卓有成效，实现了“经济总量更大”
“居民收
入更高”
“科技实力更强”的历史性突破，中国
的创新能力在全球 129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连
续 5 年攀升。

房地产业成 为国 民经 济的 支 柱 产业 ，
2018 年中国房地产业 GDP 为 5.98 万亿元，占
GDP 总额的 6.65%，较 40 年前提高了 4 个百
分点以上。

科技实力更强
科技实力大幅提升
研发经费增长 55 倍

经济总量更大
统计显示，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
破 90 万亿元，以不变价计算较 1952 年增长
了 174 倍，年均增速 8.1%。人均 GDP 从 119
元提高到 6.46 万元，实际增长 70 倍。中国经
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连续 6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 30%左
右，
位居世界第一。

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占世界经济总量 16%
2010 年中国 GDP 突破 40 万亿元，超过
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近 3 年中
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了 70 万亿元、80 万亿元
和 90 万亿元的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接近
16%，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比例尚不足
5%。

元。2018 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 3.07 万亿
美元，连续 13 年稳居世界第一，占当年 GDP
比重的 22.6%。充足的外汇储备帮助中国成功
应对了过去 20 年来三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宏
观调控、
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三
次重要汇率改革，逐步实现了中国汇率市场
化的目标。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正式加
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在货币篮子重大
权重位居第三，翻开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
新篇章。

达 55.39 亿人次，是 1994 年旅游人数的 10
倍，电影票房收入 610 亿元，
是 2005 年全国电
影票房收入的 30 倍。居民休闲娱乐活动更加
丰富。

城镇化率显著提高
7 亿多人脱贫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数据宝统计
显示，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
10.6%，提高到 2018 年的 59.6%，已超过发展
195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 11.3 亿
中国家普遍水平（50%左右），比 1978 年末上
美元，1978 年为 206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十九 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
升 41.7 个百分点。
位。201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 4.6 万亿
1949 年至 2018 年，城市数量由 132 个发
美元，
比 1978 年增长 223 倍，连续两年居世界
中国工业增加值由 1952 年的 119.6 亿元 展到 672 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由 65 个增加
首位。
提升至 2018 年的 30.5 万亿元，年均增长 9%。 到 297 个，
县级市由 67 个增加到 375 个。
服务进出口总额 7919 亿美元，
比 1982 年 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40%，对 GDP 的增
按现行贫困标准，1978 年中国农村贫困
增长 168 倍，由第四十位跃升至世界第二位。 长形成强有力支撑。目前中国钢铁、水泥、汽
人口 7.7 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 97.5%。2018
出口金额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出口品 车等 20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随着
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 1660 万人，农村
类由初级产品为主过渡到以工业制品为主， 工业化不断推进，2010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首
贫困发生率降至 1.7%。中国成为首个实现联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次超越美国，
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
中国已连续 10 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
献超过 70%。
一大出口国地位。高新技术产品从无到有，
出
居民收入更高
口占比仅次于机电产品。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 60 倍
达 39 平方米
投资超过 2 万亿美元，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城乡居民收入大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已与 25 个国家
幅提升，
居民财富不断增长。1949 年中国居民
和地区达成了 17 个自贸协定。2018 年中国非
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39
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2018 年居民人
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 1205 亿美元，
比 2003 年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32.3 平方米；农村居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228 元，扣除物价因素
增加了 41.3 倍。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47.3 平方米，比 1978 年
实际增长 59.2 倍，年均实际增长 6.1%。2018
增加 39.2 平方米。
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 19853 元，扣除物
从平房、
筒子楼到单元房、
公寓、
别墅，
从福
外汇储备规模连续 13 年
价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28.5 倍 ，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利分房到购买商品房、
保障房，
中国人民住房条
5.6%。
稳居世界第一
件逐步改善。2018 年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
可支配收入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居民生活
14.79 亿平方米，
为 2000 年水平的 8.9 倍。
1952 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只有 1.08 亿美 质量的大幅提升。2018 年中国全年旅游人数

货物贸易跃升第一大国

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新
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 5 万人，
到 2013 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
员每年已经超过 350 万，位居世界第一，到
2018 年，
这个数字接近 420 万。
数据宝统计显示，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快
速增长，1995 年时还只有 300 多亿，到 2018
年已经接近 2 万亿元，增长 55 倍；
2013 年以
来，我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
发经费投入国。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 2018 年
达 到 2.19% ， 超 过 欧 盟 15 国 平 均 水 平
（2.1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
创新能力在全球 129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连续
5 年攀升，
2019 年达到第十四位，是唯一进入
全球前二十的中等收入国家。

119 家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
2019 年中国（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共有
119 家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
成为上榜企业数
量排名第二的国家。相比之下，
美国和日本上
榜公司数量均有所下降，美国 2019 年有 121
家企业上榜，
排名第一。

交通运输成绩斐然
彰显中国速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各项交通运输方
式均实现了快速发展。2018 年末中国全部铁
路营业里程数可以绕地球 3 圈多；从时速还
不到 40 公里的绿皮车迈向了时速 350 公里
的高铁时代。中国高铁营业里程数突破 3 万
公里，占世界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从无到
有，总里程 14.3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民航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国民航总周转
量连续 14 年居世界第二，境内民用航空颁证
机场 235 个，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1000 万人次
的通航机场有 37 个，定期航班的总条数达到
了 4945 条，
这是 1950 年的 412.1 倍。
2018 年全国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
179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 3.42 万亿人公里，是
1949 年的 128.5 倍和 220.8 倍。
渊范璐媛 梁谦刚冤

高铁改变中国：
异地变同城“十一”
日均发送 1420 万人次
“真没想到 10 年间，中国铁路提速那么
快，10 年前从北京到郑州要坐一整夜，如今坐
高铁，只需要 2 个半小时就到了。”在高铁
G533 次列车上一位常年往返北京与郑州的李
女士对记者感叹。
9 月 24 日，国家铁路局副局长于春孝在
国新办举行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中国铁路交通在实现 3 万吨级重
载列车与时速 250 公里的高速货运列车上已
经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中国铁路部门也在
合理统筹安排时速 400 公里的高铁列车与时
速 600 公里的磁悬浮列车等技术储备研发。
毫无疑问，高铁正在改变中国，改变着区
域发展的版图，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例如：对于北京和郑州来说，两个半小时的时
间使相距 681 公里的城市，变为“同城”，让那
些在北京打工的人们回乡更加便捷，让两地
人民旅行、
交流更加方便。
此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
数据显示，自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 1.42 亿人次，同比增加 1144
万人次、增长 8.8%，
日均发送 1420 万人次。

另外一位在旅途中的王先生向记者表
示，
“ 曾几何时，中国的铁路时间长、座位少，
使得旅途十分疲惫。如今中国的高铁从引进、
吸收、
创新，到独树一帜、引领全球，超越了日
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逐渐由‘交通大国’升级

为‘交通强国’
，坐在位子上感受到的平稳、宽
敞，使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强
大。”
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在基础设施
领域，截至 2018 年年末，我国铁路营业总里

程为 13.2 万公里，比 1949 年增长了 5 倍；中
国高铁更是从无到有，目前通车里程达到 2.9
万公里，
位列世界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以
下简称“《纲要》”
） 于 9 月 19 日正式对外公
布，并提出到 2020 年完成“十三五”现代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各项任务，为交通强
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这进一步明确了交通
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提出从 2021 年到本世纪
中叶，分两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刘向东 10 月 7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纲要》的提出，在于亟待解决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性，满足人们对出行便捷高效的现代化
要求，助力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
的难题。同时，伴随交通设施的更新换代也激
发了一批科创企业的成长，培育了一批高技
能人才队伍，不断解决一些“卡脖子”的关键
技术难题。
渊孟 珂冤

“中国式”
养老打响攻坚战
老龄化浪潮扑面而来，
“中国式”养老打
响攻坚战。
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消息，2050 年前后，
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 4.87 亿人。如何让老年
人健康幸福地安度晚年，
是一个艰巨任务。
家住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的郑志梅老人
骨折手术后，女儿不放心她一人在家，但因此
就去养老院、去医院住也不合适。“幸好小区
有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就近康复、照料都
方便，还有熟悉的老伙伴。”
调查显示，
九成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目
前，我国着力发展依托社区的、以居家为基础
的多样化养老服务，同时推进医养结合、开展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养老之路至关重
要。”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说，虽然我

国老年人口规模近 2.5 亿，但我们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孝亲敬老、互帮互
助的文化传统，
“智慧养老”等新技术的应用
也让“老”
在中国更有底气。
从出台推进养老服务业纲领性文件，让
老龄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愈加完备，到以居
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我
国应对老龄化的脚步积极而稳健。
16.38 万个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746.3 万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93%的养老机
构以不同形式提供医疗服务……新时期养老
服务攻坚正在交出扎扎实实的成绩单。
根据民政部 《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
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 等文
件，到 2022 年社区 100%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加快培养培训 200 万名养老护理员，发展多
种老年护理保险产品……不断健全中国特色
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养老

服务需求，
“中国式”
养老攻坚还在路上。
渊陈芳 屈婷 田晓航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