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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省份陆续公布2018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地方经济成绩单可圈可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对于应用服务商们来讲，通常的倾向是把这个应用范畴划的

越大越好，避免将来受到诉讼的可能

APP 下载要尽量选择官方渠道，第一次安装软件要建立一个

习惯，只开放必要的权限，不必要的权限完全不开放

截至8月6日，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余29个省区市经济数据已经公布。其中，上海、江苏、浙江等15个省区

市经济增速快于全国6.8%的GDP增速；北京、山西经济增速与全国增速持平。同时，随着我国外部环境发生明

显变化，国内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关期，经济持续向好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各省区市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也作

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

暑去凉已来暑去凉已来 南北各不同南北各不同

目前几乎所有手机APP都在获取用户隐私信息——

对 APP“越界”获取隐私说不
本报记者 陈 静

池水渐凉蝉唱稀池水渐凉蝉唱稀，，又是一年立秋时又是一年立秋时。。立秋意味着秋立秋意味着秋
天来临天来临，，暑去凉来暑去凉来。。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在经历了半个多月的““高烧高烧””后后，，88月月
55日日，，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席卷我国北方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席卷我国北方，，东北大部分地东北大部分地
区率先摆脱高温区率先摆脱高温。。预计本周预计本周，，华北地区暑热也将开始减华北地区暑热也将开始减
退退，，各地将转入多雨时段各地将转入多雨时段。。炎热的夏天渐行渐远炎热的夏天渐行渐远，，高温高温
和降雨还会玩出什么新花样和降雨还会玩出什么新花样？？

问问：：未来天气形势未来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将如何发展？？

主持人主持人：：未来三天未来三天，，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大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东北地区
中南部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南部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其中，，内蒙古东部内蒙古东部、、吉吉
林东南部林东南部、、辽宁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达累计降雨量将达
100100毫米至毫米至 180180毫米毫米。。同时同时，，上述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上述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
降雨降雨、、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此外，，甘肃中部甘肃中部、、
吉林东南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吉林东南部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北京地北京地
区也从区也从 55日起多雷阵雨天气日起多雷阵雨天气，，66日至日至 77日雨量较大日雨量较大，，部分部分
地区有中到大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气象专家提醒，，本次降雨对缓解辽宁本次降雨对缓解辽宁、、吉林吉林、、内蒙古内蒙古
东部等地旱情有利东部等地旱情有利，，但由于雨量分布不均但由于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累部分地区累
计降雨量大计降雨量大，，可能出现旱涝急转或旱涝并存可能出现旱涝急转或旱涝并存，，建议做好建议做好
抗旱的同时抗旱的同时，，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问问：：各地区的天气会各地区的天气会““退烧退烧””吗吗？？

主持人主持人：：夏天渐行渐远夏天渐行渐远，，但立秋后的暑气不会立刻但立秋后的暑气不会立刻
消解消解。。受副热带高压南移影响受副热带高压南移影响，，黄淮到华南的大部地区黄淮到华南的大部地区
高温高湿天气仍会逐步增多高温高湿天气仍会逐步增多，，气温普遍在气温普遍在3535℃℃至至3838℃℃，，
局地可达局地可达 3939℃℃以上以上。。中央气象台中央气象台 66 日早晨继续发布高日早晨继续发布高
温预警温预警，，预计预计88月月66日至日至1010日日，，陕西关中地区陕西关中地区、、黄淮中东黄淮中东
部部、、江淮江淮、、江南大部江南大部、、广东大部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高温广东大部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高温
天气依旧天气依旧。。其中其中，，安徽安徽、、江苏江苏、、上海上海、、浙江浙江、、江西江西、、湖南等湖南等
省市基本组成了未来的高温主阵营省市基本组成了未来的高温主阵营。。

在北方在北方，，““秋老虎秋老虎””的余威正待发作的余威正待发作。。山东山东、、河南高河南高
温高湿闷热明显温高湿闷热明显，，济南很可能实现济南很可能实现 88 月上旬的高温满月上旬的高温满
贯贯。。西安雨水稀少高温持续西安雨水稀少高温持续，，本周前半段最高气温多在本周前半段最高气温多在
3737℃℃以上以上，，酷热难耐酷热难耐。。华北南部到华南北部高温范围华北南部到华南北部高温范围
广广、、持续时间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问问：：立秋时节立秋时节天气有所变化天气有所变化，，该注意些什么该注意些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人们在享受秋高气爽的同时人们在享受秋高气爽的同时，，别忘了秋天别忘了秋天
还带来了时令主气还带来了时令主气——燥燥。。早秋宜食清淡易消化早秋宜食清淡易消化、、富有富有
营养的物品营养的物品，，如百合如百合、、银耳银耳、、水果等水果等，，中晚秋应多食用温中晚秋应多食用温
补食品补食品，，保持心态平衡保持心态平衡，，尤其老年尤其老年、、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患者，，更要防更要防
止因情绪激动而诱发中风止因情绪激动而诱发中风。。

此外此外，，立秋之时降雨量增加立秋之时降雨量增加，，天气闷热天气闷热。。如果气温如果气温
达到达到3535℃℃以上以上，，相对湿度也会加大相对湿度也会加大，，食品食品、、衣物容易发生衣物容易发生
霉变霉变。。食用霉变的食物可能发生胃肠疾病食用霉变的食物可能发生胃肠疾病，，如腹泻如腹泻、、呕呕
吐吐、、肠炎和痢疾等肠炎和痢疾等；；早秋气温虽高早秋气温虽高，，但温差较大但温差较大，，昼热夜昼热夜
凉凉，，需注意增减衣被需注意增减衣被，，不可贪凉露卧不可贪凉露卧。。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郭静原））

日前日前，，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生一起生猪非洲猪
瘟疫情瘟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发生疫情发生
后后，，农业农村部立刻启动农业农村部立刻启动ⅡⅡ级应急响应级应急响应，，沈阳市已暂停沈阳市已暂停
全市范围的生猪外运全市范围的生猪外运。。目前目前，，该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该起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制。。针对非洲猪瘟疫情有关问题针对非洲猪瘟疫情有关问题，，本期主持人将为大家本期主持人将为大家
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问问：：非洲猪瘟是什么非洲猪瘟是什么，，会不会感染人会不会感染人？？

主持人主持人：：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急性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急性、、
热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所有品种和年龄的猪均所有品种和年龄的猪均
可感染可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可达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可达 100100%%。。世界动物卫世界动物卫
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我国将其列为一类
动物疫病动物疫病。。但是但是，，非洲猪瘟对人不致病非洲猪瘟对人不致病，，不是人畜共患不是人畜共患
传染病传染病，，也就是说该病毒不会感染人也就是说该病毒不会感染人。。

19211921年肯尼亚首次报道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年肯尼亚首次报道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该病于该病于
上世纪上世纪 6060 年代传入欧洲年代传入欧洲，，7070 年代传入南美洲年代传入南美洲，，20072007 年年
传入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传入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20172017 年以来年以来，，俄罗斯远东俄罗斯远东
地区发生过数起非洲猪瘟疫情地区发生过数起非洲猪瘟疫情。。该病目前主要在非洲该病目前主要在非洲、、
中东欧和高加索地区流行中东欧和高加索地区流行。。健康猪与患病猪或污染物健康猪与患病猪或污染物
直接接触是非洲猪瘟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直接接触是非洲猪瘟最主要的传播途径，，猪被带毒的蜱猪被带毒的蜱
等媒介昆虫叮咬也存在感染非洲猪瘟的可能性等媒介昆虫叮咬也存在感染非洲猪瘟的可能性。。

问问：：非洲猪瘟对养殖业有哪些影响非洲猪瘟对养殖业有哪些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非洲猪瘟对生猪生产危害重大非洲猪瘟对生猪生产危害重大。。据了解据了解，，
发病率通常在发病率通常在4040%%至至8585%%之间之间，，死亡率因感染的毒株不死亡率因感染的毒株不
同而有所差异同而有所差异。。高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可高达高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可高达 9090%%至至
100100%%；；中等致病性毒株在成年动物中死亡率在中等致病性毒株在成年动物中死亡率在 2020%%至至
4040%%之间之间，，在幼年动物中死亡率在在幼年动物中死亡率在 7070%%至至 8080%%之间之间；；低低
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在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在1010%%至至3030%%之间之间。。

我国是生猪养殖和产品消费大国我国是生猪养殖和产品消费大国，，生猪的养殖量和生猪的养殖量和
存栏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存栏量均占全球总量一半以上。。同时同时，，猪肉也是居民主猪肉也是居民主
要肉品蛋白质来源要肉品蛋白质来源，，猪肉消费占到总肉类消费的猪肉消费占到总肉类消费的6060%%以以
上上，，加之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低加之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低，，生猪调运频次高生猪调运频次高、、数量数量
多多，，若在国内扩散蔓延若在国内扩散蔓延，，将对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不可将对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不可
估量的损失估量的损失。。

问问：：应如何防控非洲猪瘟应如何防控非洲猪瘟？？

主持人主持人：：目前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研发出可以有效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研发出可以有效
预防非洲猪瘟的疫苗预防非洲猪瘟的疫苗，，但高温但高温、、消毒剂可以有效杀灭病消毒剂可以有效杀灭病
毒毒，，所以做好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是防控非洲猪瘟的关所以做好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是防控非洲猪瘟的关
键键。。要严格控制人员要严格控制人员、、车辆和易感动物进入养殖场车辆和易感动物进入养殖场，，进进
出养殖场及其生产区的人员出养殖场及其生产区的人员、、车辆车辆、、物品要落实消毒等物品要落实消毒等
措施措施。。尽可能封闭饲养生猪尽可能封闭饲养生猪，，采取隔离防护措施采取隔离防护措施，，尽量尽量
避免与野猪避免与野猪、、钝缘软蜱接触钝缘软蜱接触。。严禁使用泔水或餐余垃圾严禁使用泔水或餐余垃圾
饲喂生猪饲喂生猪。。

对养殖户来说对养殖户来说，，要积极配合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要积极配合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机构开展疫病监测排查机构开展疫病监测排查，，特别是发生猪瘟疫苗免疫失特别是发生猪瘟疫苗免疫失
败败、、不明原因死亡等现象不明原因死亡等现象，，应及时上报当地兽医部门应及时上报当地兽医部门。。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乔金亮乔金亮））

最近，各省区市陆续公布了2018年
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截至 8 月 6
日，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余 29 个省区市
经济数据已经公布。其中，上海、江苏、
浙江等 15 个省区市经济增速快于全国
6.8%的 GDP 增速；北京、山西经济增速
与全国增速持平。

记者进一步梳理各省份 GDP 增速
成绩单发现，今年以来各省区市按照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构调整深入推
进，新旧动能转化持续加快，经济迈向高
质量发展起步良好。

多地增速跑赢全国

今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GDP 增 速 为
6.8%，与一季度持平，连续 12 个季度保
持在6.7%至6.9%区间。

在东部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等省份经济增速快于全国增
速。其中，福建以8.2%的增速在东部领
跑，这一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3 个百分
点。浙江以7.6%的增速紧随其后，这一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2个百分点。广东
经济增速为 7.1%，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
百分点。江苏经济增速为7.0%，比一季
度加快0.1个百分点。

在 中 部 地 区 ，山 西 经 济 增 速 为
6.8%，与全国增速持平，比今年一季度
加快 0.6 个百分点。江西经济增速为
9.0%，与一季度持平，明显快于全年
8.5%左右的目标增速。9.0%的经济增
速在中部地区处于领跑位置。

在西部省份中，贵州经济增速为
10.0%，在全国已公布经济增速的省份
中高居榜首。云南省紧随其后，经济增
速为 9.2%，明显快于 8.5%的目标增速。
此外，陕西、四川的经济增速分别为
8.6%和 8.2%，增速在 8.0%以上。重庆
的经济增速为6.5%，这一增速比去年同
期大幅放缓4个百分点。内蒙古的经济
增速为 4.9%，比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
点。甘肃的经济增速为5.0%，比一季度
放缓0.3个百分点。

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经济增速为
5.6%，比一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比去
年同期加快 3.5 个百分点，增速在东北
三省中领跑；黑龙江经济增速为 5.5%，
比一季度放缓 0.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
期放缓 0.8 个百分点；吉林的经济增速
为 2.5%，比去年同期大幅放缓 4 个百分
点，增速在全国已公布经济增速的省份
中垫底。总的来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
长动力仍有待进一步增强。

结构调整深入推进

今年上半年，各省区市按照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构调整深入推
进，质量效益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起
步良好。

北京市根据首都战略定位，调整产

业结构布局，展开了一场提质增效的“攻
坚战”。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3%，增速比1季度提高2.9
个百分点。

河北省统计局工业处处长周国华介
绍说，上半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3.2%，但部分高附加值装备
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消费品工业增长
较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

山东省三次产业构成优化调整为
5.7∶44.7∶49.6,服务业比重同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创近年来同期新高。其
中，工业驱动结构不断优化，高技术产业
和装备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1%和
7.8%；高耗能行业增长4.9%。

湖北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7.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3.2%，快于全部规上工业5.4个百分
点，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3.7%；
装备制造业增长9.8%，高于全部规上工
业2.0个百分点，贡献率达40.6%。

与此同时，许多省份的投资结构也
在不断优化。例如，广东省上半年的产
业投资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
资比重为 22.4%，同比提高 6.3 个百分
点；社会领域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业、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分别占固定资
产投资的 0.4%和 7.8%，比重较上年同
期提高0.1个和0.5个百分点。

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的接续转
换，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新经济继续保
持稳健发展态势，全市新经济实现增加
值4707.2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
15.2%，增速快于地区生产总值现价增
速，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

1/3左右。
天津市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8%，比一季度加快 3.3 个百
分点，拉动工业增长 1.0个百分点，比一
季度提高 0.5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
车、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等新产品产量
分别增长5.3倍和69.5%。

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2348 亿元，同比增长 16.4%，占 GDP 的
9.1%，比重同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比一季度提高
2.4 个百分点，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5.3 个
百分点。

福建省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3.5%，比一季度和上
年同期分别加快 0.5 个、2.3 个百分点。
新产品智能产品产量高增长。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6.61倍、智能手机增
长 5.12 倍、光电子器件增长 2.10 倍、房
间空气调节器增长 2.09倍、平板电脑增
长1.50倍。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

江西省上半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6.4
万户，增长16.5%，平均每个工作日新登
记2131户。其中，新登记企业8.6万户，
增长 20.3%，平均每个工作日新登记
693户。新产业加速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
国内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关期，经济持续
向好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近期，各省
区市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了相应的安
排和部署。

受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有
所增加影响，浙江省经济运行也存在“进
中有忧、进中有险”的变化迹象和不利态
势。因此，浙江省提出，将全力打好高质
量发展组合拳，突出打好三大攻坚战和

实施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谋划投资
新项目，增强消费拉力，积极化解风险挑
战，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和竞争力，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明确，将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
快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对新兴产业的扶
持力度；加大对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力度；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开拓国内
和国际市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工业企业成本，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海南省明确，将针对经济发展中存
在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条件成
熟的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建设；在严格落
实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要鼓励
发展高端房地产、旅游房地产和商业地
产，鼓励提供本省居民改善型住房和百
万人才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
康发展，减少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负
面影响。

内蒙古提出，将充分发挥自治区的
区位、资源、电价和政策优势，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破解土地、资金、人力
资源等要素瓶颈，落实各类优惠政策，努
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有竞争力的
大企业来内蒙古置产兴业。

黑龙江表示，将强化政治担当，加强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重点地区经
济工作考核权重，重要经济部门要承担
起发展责任，强化经济运行调控，抓好重
点任务分解落实，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

吉林省认为，全省仍处在结构调整
和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影响经济发展
的各项因素更加错综复杂，下行压力不
容忽视。当前，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
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
消费优化升级，不断释放发展动力活力
潜力，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鸟瞰（8月5日无人机拍摄）。 朱胜钧摄（新华社发）

APP获取用户隐私数据一直是公众
关心的话题。究竟是哪些 APP 在“越
界”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公众又该如
何防范隐私泄露？腾讯社会研究中心和
市场研究机构 DCCI 互联网数据研究中
心联合发布《网络隐私安全及网络欺诈
行为研究分析报告（2018 年上半年）》

（以下简称“报告”），通过对1144款手机
APP 获取用户隐私权限情况的统计，评
估移动端APP的隐私安全。

“移动网络隐私的泄露主要有手机
软件获取、旧手机设备泄露以及黑客攻
击企业大数据等渠道。不过最受公众关
注的还是 APP 获取。”DCCI 互联网数据
研究中心创始人胡延平告诉记者。

报告将用户隐私分为三类，“核心隐
私权限”包括获取位置信息、读取手机号
等；“重要隐私权限”包括打开摄像头、使
用话筒录音等；“普通隐私权限”则包括
打开WiFi开关、打开蓝牙开关等。

“目前几乎所有手机 APP 都在获取
用户隐私信息，869个安卓手机APP中
未获取的仅占 0.1%，但‘越界’获取
用户隐私比例却在持续大幅降低，这是

一个良性的变化，2018 年上半年安卓
APP越界获取比例降低到 5.1%。”胡延
平 表 示 ， 部 分 APP 获 取 用 户 隐 私 数
据，有其必要性。比如，生活服务类
APP要获得你的位置来判断哪些商户能
提供服务等。

但在2018年上半年，获取“打开摄像
头”权限的APP比例达到89.9%，获取“使
用 话 筒 录 音 ”权 限 的 APP 比 例 达 到
86.2%。“这么高的比例，它们真的需要用
这些功能吗？怎么能保证它们只在需要
用的时候使用这些权限？”北京广告公司
视觉设计师孙毅的话代表了用户的心声。

腾讯社会研究中心总监王晓冰对此
解释说，目前用户在使用 APP 之前，所
不得不同意的用户协议通常都是“一揽
子协议”。“对于应用服务商们来讲，通常
的倾向是把这个应用范畴划的越大越
好，避免将来受到诉讼的可能。”

北京浩天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王新锐则认为，隐私数据并非不能调
用，但需要让用户能够明确知情。“比如，
脸谱公司做的隐私表盘，用可视化方法
管理隐私，把隐私赋权给用户。而中国
很多互联网产品特点是集成，里面包含
娱乐、支付、社交等很复杂，就更需要让

用户直观地知道到底用了哪些信息，让
他们更好地管理个人隐私。”

那么用户怎样来防止自己的隐私信
息通过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泄露呢？“首
先，APP下载要尽量选择官方渠道，不要
下载来历不明的山寨 APP。同时，第一
次安装软件要建立一个习惯，只开放必
要的权限，不必要的权限完全不开放。
此外，对一些使用大量流量且没有告知
的 APP，应及时检查和删除。”腾讯手机
管家安全专家左洪涛说。

此外，相关安全专家还建议，在公共
场所尽量不使用没有密码的免费 WiFi，
将手机上的 WiFi设置为手动连接，避免
不经意间连入风险WiFi。

在旧手机安全处理方面，由于删除
数据，其实只是给手机写入新数据的权
限，原有数据依然能较为容易地被恢
复。因此，把重要数据备份后，在旧手
机中可多次存取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或
者大型文件 （如电影），直至将手机的
存储空间全部占满。这样数据即使被不
法分子恢复，也只能恢复一些无关紧要
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