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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时事 速读速读

猪年春节钱都花哪里了

黄金周零售、餐饮破万亿元

5.联合国前秘书长
安南因病去世（主）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
电 刚刚过去的猪年春节“黄金
周”，消费亮点多多。据商务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春节期间，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超过
1万亿元，网络消费、定制消费、
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
亮点纷呈。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
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
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
增长8.5%。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据商务
部监测，春节黄金周期间，传统年
货、绿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
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
持较快增长。安徽、云南重点监
测企业家电销售额增长 15%左
右，河北保定、湖北潜江重点监
测企业绿色有机食品销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40%和 18.6%。集
购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
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
态受到消费者青睐。各大电商
平台坚持春节不打烊，让消费者
在节日期间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网
购服务。某电商平台春节期间销
售额同比增长40%左右。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夜
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节餐
饮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餐
饮受到青睐。据商务部监测，各
地餐饮企业年夜饭预订火爆，江
苏扬州重点餐饮企业预订年夜
饭 4000余桌，近 4万人除夕夜

“下馆子”。春节期间，北京重点
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0%以上。许多餐饮企业和网
络平台推出成品及半成品年夜
饭外卖、厨师上门制作年夜饭等
服务，某外卖平台年夜饭订单量

同比增长107%。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闲

旅游、观影观展、民俗活动等体
验式消费越来越受到欢迎。假
期前六天，三亚八大景区接待游
客超过 80万人次；内蒙古接待
游 客 476.2万人次，同比增长
14.6%。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0
亿元，一大批国产电影叫好又叫
座。故宫博物院举办“紫禁城里
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共接待
游客近50万人次。北京地坛、龙
潭两大庙会日均接待游客28万
人次，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
会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示，节
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
稳。36个大中城市大米、面粉价
格均与节前一周持平，蔬菜价格
有所上涨，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
格比节前上涨4.4%。⑥4

据新华社北京2月9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
头人刘鹤将于 2月 14日
至 15日在北京，与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

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
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
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
美方工作团队将于 2月
11日提前抵京。⑥4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本周在京举行

2月9日，“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抵达南极中山站，并于当天开始用船载直升机“雪鹰12”向中山
站吊运燃油。⑥4 新华社

据新华社郑州 2月 10日
电 近日，河南省出台 25条财
政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将新
年首份财政专项“红包”投向生
态环保领域。

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质方
面，河南省将利用中央 3年 120
亿元试点资金，同步推进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热源侧”和“用
户侧”改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发
展，省级财政将对新增投资额
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节能、节
水、清洁生产和基础工艺绿色化
改造示范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
元的补助，对超低能耗建筑项目
和装配式建筑项目按面积分别
给予最高 500万元和 300万元

奖补；同等条件下，鼓励优先采
购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和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内的
产品。

生态功能修复与提升方面，
除建立生态保护横向补偿机制
外，河南将投入 25亿元中央和
省级财政资金实施一批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南水北调
水源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
渠沿线和贫困县倾斜，帮助提高
其财政保障能力。

财政与绿色金融联动方面，
河南鼓励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吸引社会多元化投资，支持

有一定收益的生态环保项目和
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合理扩大政
府专项债券使用范围；支持地方
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金融机
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对盘活清
洁能源、污染治理等领域存量资
产的绿色证券化产品，省级财政
将安排资金给予补助。

此外，河南省还将推广政府
购买环境保护服务，鼓励将属于
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社会力量
承担的城市道路除尘、农村污水
垃圾收集处理、环境质量监测及
站点运行维护等环保服务事项
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设立举报奖励基金，鼓励人人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⑥4

我省出台25条财政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新年首份财政“红包”投向生态环保

““雪龙雪龙””号抵达南极中山站号抵达南极中山站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8日电 美国总统特
朗普 8日表示，美朝领导
人第二次会晤将于本月
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
河内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
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表
示期待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见面，促进和平
事业，并称朝鲜在金正恩
领 导 下 将 成 为 经 济 强
国。他还说，美国朝鲜
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
比根此前在平壤与朝鲜
方面的会谈“非常具有建
设性”。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
一份声明中说，比根 6日
至 8日在访问朝鲜期间
与朝方负责朝美谈判的
官员金赫澈举行会谈，双
方就继续推进两国领导
人去年在新加坡会晤期
间 做 出 的 承 诺 展 开 讨
论。比根与金赫澈在美

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前
还将举行会谈。

比根 1月 31日在美
国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
美方希望在美朝领导人
第二次会晤前的工作层
级会谈中取得一系列具
体成果，并达成谈判路线
图等。此外，在无核化进
程中，美方必须了解朝方
核导项目的全部内容，并
与朝方就对关键区域实
施核查达成一致。他还
重申，朝方实现无核化以
前，美方不会撤销对朝方
制裁。

2018年6月，特朗普
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
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
立新的朝美关系”以及

“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
和平机制”达成一致。特
朗普承诺向朝鲜提供安
全保障，金正恩则重申致
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
无核化”。⑥4

第二次“金特会”
将在河内举行

据新华社曼谷 2月
10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
宋卡总领馆 10日通报，
一 艘 载 有 11名 中 国 游
客的快艇 9日下午在普
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轮
相撞，导致 11名中国游
客和 2名船员受伤，无
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
正 由 皮 皮 岛 返 回 普 吉
岛。伤者被送往普吉两
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
危险。截至目前已有 6
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
其余 5人住院观察，个别
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
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

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
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
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
促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
调查事故原因，相关方面
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
府尹、旅游警察、移民局
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
提供协助。

10日上午，中国驻
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办
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
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
稳定。

11名中国游客来自
浙江省杭州市的两个家
庭，以自由行方式到普吉
旅游。⑥4

泰国普吉海域发生
快艇撞船事故
11名中国游客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