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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近日更新了 31 个省份

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

支出数据。哪些地方能挣又会花？

先看全国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7642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2.0%，

增幅较高，主要是受去年上半年低基数

影响；比 2019年上半年增长 15.4%，两年

平均增长 7.4%，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

均实际增长 5.2%，略低于同期经济增

速，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

比，今年上半年共有 10个省份的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跑赢全国水平，分别为上

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

山东、辽宁及重庆，东部地区继续领跑。

其中，位列榜首的是上海市，上半年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0357 元，也是全国

31个省区市中唯一一个超过 4万元的地

区。北京、浙江紧随其后，分别为 38138

元、30998 元。江苏、天津、广东、福建 4

省份的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

过2万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居民收

入水平的主要指标，指居民可用于最终

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

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

括实物收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同比分别名义增

长12.1%、17.5%、15.0%、9.0%。

如何看待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的增

长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在经济基本面

向好的趋势下，我国上半年居民收入延

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原因主要有以下方

面：一是生产供应率先恢复，稳定了就业

岗位，保障了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

二是疫情防控较好，居民日常生活恢复

加快，带动餐饮等经营性收入逐步增加；

三是经济活跃度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财

富效应带动资产性收入有所增加；四是

“六稳”“六保”政策落地，各级政府出台

的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逐步见效，同时

加强了收入分配的调节，使得居民收入

呈现稳步均衡增长。

“上海、北京等 10 省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跑赢全国水平，这是常年以来

发展积累的结果。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

达，随着经济复苏，较快促进市场和就业

恢复，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快速恢复增长，

在收入水平上维持领先地位。”刘向东

表示。

居民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国家统计局住户司司长方晓丹日前表

示，在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和居民收

入持续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居民消费

支出保持恢复性反弹，两年平均增速有

所加快。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11471 元 ，名 义 增 长

18.0%，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17.4%。与 2019 年上半年相比，两年平

均名义增长 5.4%，扣除价格因素影响，

两年平均实际增长 3.2%，比一季度加快

1.8 个百分点，但低于 2019 年上半年实

际增速2.0个百分点。

从消费类别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

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

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今年上半

年，八大类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名义增速

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受上年同期基

数较低影响，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其他

用品及服务支出大幅反弹。

从各地居民消费支出情况来看，上

海、北京、浙江同样位列前三，上半年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23644 元、21564

元、17909 元。天津、广东、江苏、福建、

重庆、湖北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超过

了全国人均水平。

“趋势上看，收入越高消费也就越高，

上海、北京、浙江3省份的收入和消费相关

走势，可以看出这种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

出的正向关系，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

可支配收入除了用于消费外，还可以用于

储蓄，居民储蓄增加意味着居民收入未用

于现期消费而用于将来消费的资金增

加。比如，消费支出方面，上半年只有9个

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山东、辽宁

等居民收入居前的省份在消费支出上并

不在前列。这些情况，既说明各省份收入

分配尚存在一定差距，也显示出我国消费

的复苏仍相对滞后。”刘向东建议，下一步

要进一步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着力

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网络

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发展，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

提升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逐步释放

居民消费潜力。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刘爱华日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

前中国经济整体上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市场主体活力也不断增强，下阶段收入

增长仍然会得到比较好的支撑，从而对

消费形成有力的支撑。

今年上半年31省份——

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数据出炉
本报记者 熊 丽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重点面向数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

民工等群体，加快推进住院、门诊费用

异地就医结算服务，确保今年底前各

省份 60%以上的县至少有 1 家普通门

诊费用跨省联网机构、明年底前每个

县至少有 1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提供

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份

直接结算服务。

实现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可以

减轻患者垫付资金的压力，同时减少其

来回奔波之苦。对此，可以说公众期盼

已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已超过 3.7 亿人。此次

国务院常务会议为开展异地就医结算

服务列出时间表，意味着医保体系条块

分割的制度壁垒将进一步破除，更多人将享受到省力省心的就医

结算服务。

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究竟难在哪儿？不是难在技术支持，

有关机构早已论证过，提高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保“便携性”，

在技术上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主要难在政策和制度差

别带来的相关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医疗服务水

平、医保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一直存在一定差异，同时，各地基本

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项目也不一致，

这些都成为异地就医结算难的症结所在。

因此，解决异地就医问题，不仅要打通结算平台，加强网络终

端建设，实现全民医保信息数据共享，还要提高医保统筹层次，消

除地区差异，加快医保制度的整合，提高医保精细化管理水平。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平衡好地方政府和参保单位之间的

利益，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之间的关

系，确保异地就医工作高效顺畅和平稳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推进过程中，也会出

现一些弊端，如看病“扎堆”、个别人利用异地医保政策实施骗保

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医疗资源

下沉，加强医疗服务监管，尽快“补齐短板”，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水平。同时，撬动医保“杠杆”，提高基层就诊报销比例，引导群

众在本地就医，从源头上降低个人异地就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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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异地就医问题，不

仅要打通结算平台，加强网

络终端建设，实现全民医保

信息数据共享，还要提高医

保统筹层次，消除地区差异，

加快医保制度的整合，提高

医保精细化管理水平。

近年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加快布局智慧健康

养老体系，融合前端触点、丰富交互渠道，

以真诚、专业、创新的服务方式，促科技普

惠，助适老先行，全面提升老年客户服务水

平，持续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为着力解决老年群体使用移动互联网应用的

困难，打造“简捷、品质、温暖”的客户服务品牌，中

国人寿大力响应国家号召，依托科技赋能，加快智

慧适老，创新上线“尊老版”寿险 APP，让老年客户

搭上智能化的快车，纵享更专属、更舒适、更高效

的服务体验。

更专属，畅通一站式业务办理

界面版本专属。嵌入上线自动提示、功能区入口提

醒、搜索框轮播展示等多元渠道，支持超 60周岁客户一

键切换“尊老”模式：增大图标文字，减少视觉干扰，布局

清晰，界面简洁，让客户“看得清”；增强应用交互，支持语

音播报，海量资讯即时朗读，让客户“听得清”。“触网”更高

效，体验更贴心。

功能服务专属。“尊老版”寿险 APP 布局多节点，打通

全链条，抓取老年客群高频需求，挖掘服务痛点，聚焦关

注热点，精简聚类常用功能：保单查询一键触达、养老认

证一步到位、适老险种定制推荐、养生活动定时推送等，

让老年客群尽享一站式业务办理高品质体验。

更舒适，建立老年健康生态圈

中国人寿致力为老年客群提供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

台，运用“互联网+”的建设思路，打造集养老、养生、医疗、

健康为一体的国寿服务新生态。

智慧养老伴金色晚年。结合老年客群的兴趣导向，

“智慧养老”专区专项解读养老知识：科普社保养老政策、

介绍养老规划攻略、推荐养老保险产品等，让传统养老向

品质享老转变，为金色晚年保驾护航。

经脉健身享四季健康。中国人寿始终把关爱客户健

康放在首位，通过开辟“免疫力提升”专栏，形成“直播跟

练正当时、名医讲堂在线看、健身锻炼全天候、视频课程

随心学、健康知识名医说”五位一体的新型养生健身形

式，帮助老年客群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

更高效，打造场景化服务流程

考虑到老年客群出行困难，中国人寿搭场景、建通道，

打破时间限制，跨越空间阻隔，构筑高效简捷的场景化服

务流程，把智能客服送到身边，让云端柜面触手可及，与服

务经理联通无虞，足不出户，服务到家。

智能客服，一声即达。应用智能语义分析，重构服务

知识资产，智能在线客服机器人“e小宝”能准确识别客户

需求，精确指引线上办理流程。客户只需轻声召唤“e 小

宝”，进入语音导航场景，即可选择常用功能自行办理，或

在“e 小宝”全程语音指导下逐步操作。点击一次即可对

话，清晰准确易理解。全天候在线，个性化服务，让客户省

时省心。

空中客服，一点即办。2020年疫情突发，“空中客服”

应运而生，打通线上服务最后一公里。对于腿脚不便的老

年客户，更适合拨通“空中客服”视频，无需面见，不用临

柜，云端柜面一点即办，直连柜面客服人员，面对面解答问

题。预约早、等待少、办理快、更安全，无论客户身处何处，

优质服务始终如故。

服务经理，一呼即应。中国人寿为每位老年客户提

供 1 对 1 专属服务经理，实时咨询，在线答疑，定制服务，

尊享体验。遇到保单问题、险种咨询、保障分析等，仅需

一键点击，即时对接快速处理，服务关怀、产品推荐、业务

代 办 ，一 应 俱 全 。 只 要 客 户 需 要 ，专 属 服 务 立 刻

就到。

中国人寿还将持续发力，以“效率领先、科技驱

动、价值跃升、体验一流”为目标，进一步优化适老服

务，搭建惠民平台，借助线上线下各种渠道，建设“保

险+”数字化生态圈，用真诚和温暖助力老年客户跨

越“数字鸿沟”。

··广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