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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

收入平稳增长 消费加快升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短期来看，非洲猪瘟虽然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养殖户恐慌性

出栏、生猪调出地区猪价短期内下跌，但持续时间将较短，猪价

短期震荡后仍将呈现季节性回升趋势

从历年行情走势看，立秋过后，猪肉价格会重新转入低迷。

专家建议养殖者逢高出栏，不要惜售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部分消费者担心猪肉价格波动，专家认为——

猪价处于季节升势 逢高出栏不应惜售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今年上半年，各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均有所增长，大部分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加额大于人均消费支出增加额。专家指出，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将相应提高，消

费规模扩张和消费升级的基础将进一步巩固——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自动驾驶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重大突破自动驾驶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重大突破。。日前日前，，交通交通
运输部印发运输部印发《《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建设技术指南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建设技术指南（（暂暂
行行）》，）》，并首次认定了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并首次认定了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这对这对
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本期本期
主持人将为大家解答自动驾驶相关问题主持人将为大家解答自动驾驶相关问题。。

问问：：自动驾驶封闭测试自动驾驶封闭测试意义何在意义何在？？目前有哪些地方目前有哪些地方

允许测试允许测试？？

主持人主持人：：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以创新为引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以创新为引领、、以安全为以安全为
前提前提，，在封闭场地充分测试验证的基础上在封闭场地充分测试验证的基础上，，逐步开放公共逐步开放公共
道路测试道路测试，，是自动驾驶技术走向应用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自动驾驶技术走向应用必不可少的环节。。

今年今年 44月份月份，，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公安部
联合印发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试行）》，）》，第第
一次从国家层面就规范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作出规定一次从国家层面就规范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作出规定。。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的指南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的指南，，是部委层面第一次出是部委层面第一次出
台规范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建设的技术文件台规范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地建设的技术文件。。据此据此
文件文件，，交通运输部组织认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交通运输部组织认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院院、、长安大学长安大学、、招商局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作招商局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作
为首批为首批33家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家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

问问：：我国自动驾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我国自动驾驶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主持人主持人：：当前当前，，在积极推进自动驾驶测试工作的同在积极推进自动驾驶测试工作的同
时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还存在我国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还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首先，，缺乏完善的高级别自动驾缺乏完善的高级别自动驾
驶测试理论和方法驶测试理论和方法，，尚未形成覆盖不同等级自动驾驶的尚未形成覆盖不同等级自动驾驶的
完整测试体系完整测试体系；；其次其次，，我国人口密集我国人口密集、、交通环境复杂交通环境复杂，，当当
前各地已开放的测试道路和测试场景有限前各地已开放的测试道路和测试场景有限，，尚不能满足尚不能满足
各类主体的测试需求各类主体的测试需求；；再次再次，，支持道路测试的法律法规支持道路测试的法律法规
标准亟待完善标准亟待完善，，等等等等。。

问问：：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国家将给予哪些支持国家将给予哪些支持？？

主持人主持人：：为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健康发展为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健康发展，，交通运交通运
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交通运输部近期将组织开交通运输部近期将组织开
展广泛调研展广泛调研，，深入汽车深入汽车、、通信通信、、互联网企业及相关研究机互联网企业及相关研究机
构了解自动驾驶研发进展构了解自动驾驶研发进展，，了解需求和困难了解需求和困难，，听取意见听取意见
和建议和建议，，全面了解我国主要企业和科研机构自动驾驶技全面了解我国主要企业和科研机构自动驾驶技
术研发现状术研发现状。。

同时同时，，相关部门将加紧编制自动驾驶车辆封闭场地相关部门将加紧编制自动驾驶车辆封闭场地
测试技术文件测试技术文件，，并尽快向行业征求意见并尽快向行业征求意见，，指导和规范自动指导和规范自动
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工作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工作，，组织有关单位开展自动驾驶与组织有关单位开展自动驾驶与
车路协同技术体系研究车路协同技术体系研究，，并加快推进相关试点示范工作并加快推进相关试点示范工作。。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齐齐 慧慧））

自动驾驶不可任性发展自动驾驶不可任性发展

日前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局联合印发联合印发《《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方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方
案案》》，，提出将对已提出将对已接种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的群众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的群众
提供续种提供续种、、补种补种、、跟踪观察等健康服务跟踪观察等健康服务。。针对公众关心针对公众关心
的问题的问题，，本期主持人将为大家答疑解惑本期主持人将为大家答疑解惑。。

问问：：接种过狂犬病疫苗接种过狂犬病疫苗，，如何确认是否需要补种如何确认是否需要补种？？

主持人主持人：：大家可以查看接种疫苗的登记记录大家可以查看接种疫苗的登记记录，，核对核对
疫苗接种信息疫苗接种信息，，如厂家名称和疫苗批号等如厂家名称和疫苗批号等。。已接种长春已接种长春
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长生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但还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的但还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的
群众群众，，可选用其他公司的狂犬病疫苗按原接种程序免费可选用其他公司的狂犬病疫苗按原接种程序免费
续种续种。。换用其他品牌的疫苗接种不会影响接种效果和换用其他品牌的疫苗接种不会影响接种效果和
安全性安全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文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文件，，狂犬病的潜伏期通常狂犬病的潜伏期通常
为为 11 个月至个月至 33 个月个月，，罕有超过罕有超过 11 年年。。根据狂犬病发病特根据狂犬病发病特
点点，，专家综合评估认为专家综合评估认为，，已完成全程免疫接种的已完成全程免疫接种的，，建议不建议不
需要补种需要补种。。如果有补种意愿如果有补种意愿，，可以到接种单位咨询可以到接种单位咨询，，免免
费补种其他公司合格疫苗费补种其他公司合格疫苗。。

问问：：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的人需要跟踪接种过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的人需要跟踪

观察哪些方面观察哪些方面？？

主持人主持人：：跟踪观察主要包含跟踪观察主要包含 33方面方面，，一看伤口情况一看伤口情况，，
例如伤口是否愈合等例如伤口是否愈合等；；二看神经精神症状二看神经精神症状，，例如是否出例如是否出
现易怒现易怒、、恐惧等症状恐惧等症状；；三看狂犬病典型症状三看狂犬病典型症状，，例如是否出例如是否出
现恐水现恐水、、恐风恐风、、恐声等症状恐声等症状。。

对已被犬对已被犬、、猫等动物咬伤猫等动物咬伤、、抓伤抓伤、、舔舐黏膜舔舐黏膜，，或破损或破损
皮肤皮肤、、开放性伤口开放性伤口、、黏膜已直接接触可能含有狂犬病病黏膜已直接接触可能含有狂犬病病
毒的唾液或组织毒的唾液或组织（（以上情况称为暴露以上情况称为暴露））的人的人，，如果接种长如果接种长
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不满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不满33个月个月，，需要重点观察需要重点观察；；33个个
月后一般自我观察月后一般自我观察；；已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已接种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 11
年以上的年以上的，，如无明显不适症状如无明显不适症状，，原则上不需要跟踪观察原则上不需要跟踪观察，，
但如有异常情况或疑虑但如有异常情况或疑虑，，可及时通过电话可及时通过电话、、网络咨询网络咨询，，或或
到接种单位咨询到接种单位咨询。。

问问：：生活中不小心被狗生活中不小心被狗、、猫抓伤猫抓伤咬伤后该如何处理咬伤后该如何处理？？

主持人主持人：：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动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动
物源性传染病物源性传染病，，是目前世界上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是目前世界上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
没有有效治疗手段没有有效治疗手段，，一旦发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为病死率几乎为 100100%%。。
当被狂犬当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患有狂犬病的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患有狂犬病的
动物咬伤动物咬伤、、抓伤等抓伤等，，应尽快到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应尽快到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
处理处理。。

狂犬病暴露处置的原理是阻止狂犬病病毒进入中狂犬病暴露处置的原理是阻止狂犬病病毒进入中
枢神经系统而引发狂犬病枢神经系统而引发狂犬病。。通常情况下的流程包括通常情况下的流程包括：：一一
是充分冲洗是充分冲洗，，减少伤口内的病毒量减少伤口内的病毒量，，同时用碱性肥皂水同时用碱性肥皂水
冲洗冲洗，，对病毒有破坏作用对病毒有破坏作用；；二是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狂二是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狂
犬病免疫球蛋白犬病免疫球蛋白，，可中和伤口部位的狂犬病病毒可中和伤口部位的狂犬病病毒；；三是三是
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预防狂犬病的发生预防狂犬病的发生。。

接种狂犬病疫苗后接种狂犬病疫苗后 2424 小时内小时内，，注射部位可能出现注射部位可能出现
红肿红肿、、疼痛疼痛、、发痒发痒，，一般不需要处理即可自行缓解一般不需要处理即可自行缓解；；可能可能
有轻度发热有轻度发热、、无力无力、、头痛头痛、、眩晕眩晕、、关节痛关节痛、、肌肉痛肌肉痛、、呕吐呕吐、、腹腹
痛等痛等，，一般不需要处理即可自行消退一般不需要处理即可自行消退。。少数情况下少数情况下，，出出
现中度以上发热反应现中度以上发热反应，，可先采用物理降温方法可先采用物理降温方法，，必要时必要时
可以使用解热镇痛剂可以使用解热镇痛剂。。在极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过敏在极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过敏
性休克性休克，，如接种后出现上述表现应当尽快到附近具备急如接种后出现上述表现应当尽快到附近具备急
救条件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救条件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吉蕾蕾吉蕾蕾））

狂犬疫苗如何续种补种狂犬疫苗如何续种补种

日前，辽宁省沈阳市发现非洲猪瘟
疫情，这是我国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
情。不少消费者担心猪肉价格因此会产
生影响。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8
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
价格为18.75元/公斤，比上一交易日上
涨1.4%，猪肉价格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猪价正处于季节性回升通道，非
洲猪瘟疫情影响有限。”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
说。8 月 1 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某养殖户生猪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
情，存栏 383 头，发病 47 头，死亡 47
头。8 月 3 日，中国动物卫生和流行病
学中心确诊该为非洲猪瘟疫情。疫情
发生后，农业农村部紧急启动重大疫
情Ⅱ级应急响应。当地已对疫区内生
猪实行扑杀及无害化处理，对疫区发
布了封锁令，并暂停沈阳市全市生猪
调出。朱增勇认为，从短期看，非洲
猪瘟疫情虽然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养殖
户恐慌性出栏、生猪调出地区猪价短
期内下跌、主销区生猪价格上涨加

快，但持续时间将较短，猪价短期震
荡后仍将呈现季节性回升趋势。

让养殖户高兴的是，生猪价格已经
开始上涨，目前已回升到养殖成本线以
上。从周价来看，全国猪肉价格从今年
1 月份第二周的 25.51 元/公斤连续 19
周下跌至 5 月份第四周 19.22 元/公斤，
5 月份最后一周开始止跌回升。8 月份
第一周价格为 21.18 元/公斤，环比上
涨 1.5%，同比下跌 11.7%，累计回升
10.2%。生猪价格从 1 月份第二周的

15.37 元/公斤连续 18 周下跌至 5 月份第
三周的10.35元/公斤，5月份第四周开始
止跌回升。8月份第一周价格为12.76元/
公斤，环比上涨 1.9%，同比下跌 8.9%，
累计回升 23.3%。仔猪价格从 1 月份第四
周的 30.70 元/公斤连续 17 周下跌至 5 月
份第四周 23.73 元/公斤，在生猪价格回
升带动止跌回升，8 月份第一周价格为
24.82 元/公斤，环比上涨 0.9%，同比下
跌29.0%，累计回升5.5%。“7月份和8月
份出栏生猪为 2 月份春节前后出生仔猪，

因而仔猪供应量下降；同时，高温出栏
导致体重下降，且全国大范围暴雨和恶
劣天气继续影响生猪运输，这些因素都
导致屠宰企业适重生猪采购难度增加，
从而利好猪价上涨。”朱增勇说。

关于后市，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
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张学彪认为，虽
然当前生猪供给充裕，但适重生猪出栏
量季节性下降，规模猪场和养殖户对后
市猪价看涨预期增强，供应减少。从生
猪流通来看，由于天气炎热以及非洲猪
瘟疫情导致的部分地区禁运的影响，
主销区生猪供给将呈现偏紧状态，有利
于猪价回升。从猪肉贸易来看，受中美
贸易战及国内外猪肉价格差缩小等因素
影响，猪肉进口量预期下降，有利于后
期猪价回升。综合来看，非洲猪瘟疫情
对整体市场形势影响甚微，猪价还将保
持季节性回升。

“从历年行情走势看，立秋过后，
猪肉价格会重新转入低迷。”北京新发
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提
醒养殖者逢高出栏，不要惜售。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31个省
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
出数据。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
年上半年各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人均消费支出均有所增长，大部分省
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额大于人
均消费支出增加额。

专家指出，总体来看，我国国民经济
运行平稳，是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支出
增长的重要基础。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
前提，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
费能力将相应提高，消费规模扩张和消
费升级的基础将进一步巩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延续了
一季度以来的平稳增长态势。

从省份看，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9个省市
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国14063
元的平均线；从增速看，有 19 个省区市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跑赢全国
8.7%的增速。

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元的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分别是
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过3万元。上海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32612元，在全国31个省区市
中居榜首；比去年同期名义增长 9.1%，
快于全国增速。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31079 元，同比增长 8.8%，比全国
增速快 0.1个百分点。浙江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24147元，在31个省区市
中排名第三，同比增长8.9%。

近年来，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快于东部地区，但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仍然有较大差距，
这也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外在表现
之一。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往往会使
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拉大，
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上半年，在各项收入中，工资性收入
的占比较大。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8091元，经营净收入为 2265元，财产净
收入1166元，转移净收入为2541元。

从各地数据看，工资性收入是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大头”。例如，江苏省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885 元，其中工
资性收入达到 11636 元；青海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302 元，其中
工资性收入达9410元。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快于城镇居民，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70 元，同比增长 7.9%；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7142 元，增长 8.8%。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0.9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
的2.79下降至2.77。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
威表示，今年以来按照《政府工作报告》
的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
席会议，将20个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有
关任务系统整理，形成了2018年收入分
配领域的重点工作安排，各项收入分配
政策也得以进一步完善。

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去年同期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也随之水涨船
高。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609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名义增速
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1.2个
和0.6个百分点。

分省份看，上半年31个省区市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均高于去年同期；10个省
区市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其中，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321 元，是 31个省区市中人均消费支
出超过 2 万元的地区，这一支出水平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1793元，支出增加额领
先于其他省区市，上海也被称为“最能挣
钱也最能花钱的城市”。

除上海外，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
1 万元的城市还有 7 个，分别为北京、天
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和辽宁。其
中 ，北 京 市 的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为
19670 元，比去年多支出 1289 元，同比
增长7.0%。

天津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708
元，比去年多支出 873 元，增长 6.3%。
江苏省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391
元，同比名义增长 7.5%，比一季度加快
0.4个百分点。

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省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为 10462 元，比去年多支出 438
元。吉林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573元，同比增长12.6%。

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西藏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为 4799 元，在全国各省区
市中排名垫底，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19 元。经济增速最快的贵州省，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6307 元，比去年同
期增加 169 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
名倒数第二；云南省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为 6607 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
倒数第三。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巡视员刘宇
南表示，当前仍应继续强化收入分配，财
政金融等领域政策的配套和宣传引导，
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着力扩大居
民消费，发挥好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基础性作用。

消费升级步伐逐步加快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比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慢 0.1 个百
分点。

不过，不同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出现了分化。
全国共有 13 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快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例如，
贵州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人均
消费支出增速快 7.9 个百分点；广东省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人均消费支出增
速快4.3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共有18个省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慢于人均消费支出增
速。例如，湖北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比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慢 8.1 个百分点；
黑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人均消
费支出增速慢6.7个百分点。

不同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出现了分
化。一些省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
速快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例如，
上半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096 元，增长 6.5%，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8199 元，增长 4.2%。青海省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806 元，增长
8.9%，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836 元，
增长 6.1%。吉林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0573元，同比增长 12.6%，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889元，同比
增长 4.1%。也有一些省份的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慢于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例如，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增长7.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增长7.3%。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居民收入稳定
增长和有效供给不断增加，居民消费升
级步伐逐步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一些消费升级类的商品
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化
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 10.6%和 14.2%，
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整体增速。
服务消费升级势头也很明显，全国居民
人均体育健身活动、旅馆住宿支出分别
增长了 39.3%和 37.8%，运动型多用途
汽车销售同比增长了 9.7%，增速比基
本 型 的 乘 用 车 （轿 车） 高 4.2 个 百
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孟庆欣
指出，在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和消费
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带动下，城乡消费
品市场均保持了较快增长。特别是随着
农村地区交通、物流、通信等消费基础设
施进一步完善和电子商务不断向农村地
区延伸覆盖，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
放，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乡
村市场占比逐步提高，消费市场城乡结
构持续优化。上半年，乡村消费品市场
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0.5%，增速高出城
镇市场 1.3 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4.4%，比上
年提升0.1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