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北京 8月 7日电 上
半年居民消费榜出炉，哪个地方
的人最能花钱？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2612 元，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21321 元，均为全国
最高，成为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
的城市。

上海人均消费支出全国第一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1 省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上
海、北京、天津上半年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排名前三。

其中，上海上半年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21321 元，位居榜首。
上海也是上半年全国仅有的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突破2万元大关的
地区。

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
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
全部支出，既包括现金消费支出，

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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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
服务八大类。

消费支出高，得益于其收入
水平高。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612
元，位居全国第一。

10省份人均消费支出超全
国水平

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9609 元，实际增长
6.7%。

与全国水平相比，上海、北
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
建、辽宁、湖北、内蒙古这10个地
区的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
过了全国平均线。

其中，北京、天津、浙江、广

东、江苏、福建、辽宁这7个省份
属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 万元
俱乐部”的成员。

钱的流向凸显消费正在升级

上半年，居民的钱都花到哪
里去了？从全国数据来看，花钱
比重最大的前三名是“吃住行”，
也就是食品烟酒消费、居住消费、
交通通信消费。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开始消
费降级，低价电商平台逐渐兴起
流行，但这样的论断是片面的。
从数据来看，上半年，一些消费升
级类的商品增速加快，服务消费
升级势头也很明显。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
主任王有捐表示，上半年，体育、
健康、旅游等服务消费势头强
劲，全国居民人均体育健身活
动支出增长 39.3%，医疗服务支
出增长 24.6%，旅馆住宿支出增

长 37.8% ，交 通 费 支 出 增 长
22.8%。

同时，个人护理、教育培训
方面投入加大，全国居民人均
用于化妆品、成人教育及学前
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也
呈现两位数以上快速增长。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白明对中新网记者
表示，收入是消费升级的基础，
居民收入在平稳增长，消费能力
在提高，消费环境也在不断改
善，这使得消费升级的趋势没有
变。

“消费降级判断不成立。”中
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匡贤明撰文指出，有人
把消费降级概括为“花最合理的
价钱，买最合适的商品，理性地消
费，过更聪明的生活”，其实质并
不是所谓的消费降级，而是理性
消费、环保消费等。

上半年居民消费榜出炉这个城市的人最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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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 ——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8
月7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今年第22号通告，公布
5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通告说，近期，原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
检饮料、蜂产品、糕点、冷冻
饮品、速冻食品、粮食加工品
和食用农产品等 7 类食品
619 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
目合格样品 614 批次，不合
格样品 5 批次，检测项目见
附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
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一）福建新华都综合百

货有限公司福州金山大景城
分店销售的标称大连百斯顿
环球食品有限公司代理、
Aquaessence BMTG Pty.

Ltd.生产的火山岩饮用天然
泉水（原产国：澳大利亚），亚
硝酸盐（以NO2-计）检出值
为0.013mg/L，比国家标准规
定（不超过 0.005mg/L）高出
1.6倍。

（二）上海康仁乐购超市
贸易有限公司分公司销售的
草鸡蛋，氟苯尼考检出值为
198μg/kg。国家标准规定
不得检出。

（三）上海宝山罗店大润
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
南通天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翔鹿鲜土鸡蛋，
氟苯尼考检出值为 125μg/
kg。国家标准规定不得检
出。

（四）三亚凤凰红亚红超
市销售的来自云南省建水石
屏批发市场的鲜鸡蛋，氟苯

尼考检出值为 614μg/kg。
国家标准规定不得检出。

（五）海南升升超市有限
公司销售的来自琼海尹丰养
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红蛋
（鸡蛋），氟苯尼考检出值为
4.26μg/kg。国家标准规定
不得检出。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已通报相关省份依
法予以查处，并要求辽宁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食
品生产企业、进口商查清产
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
分析原因进行整改；要求上
海、福建、海南等省（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责令食品
经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
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批次
食品不合格情况

■ 权威发布>>>>>>>>>>>>>>>>>>>>>>>>>>>>>>>>>>>>>>>>>>>>>>>>>>>>>>>>>>>>>>

东台市唯一一级驾校
常年招收A1、A2、B1、B2、C1、C2学员

C5（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学员

你为城市流热汗，我们给你送清凉!
8 月 6 日起，国贸集团爱心补给站在集团旗下的德润广场、国贸商场、家家悦超市、国贸

生活馆(东园店、步行街店、新坝店)爱心启航，为城市环卫工人等高温下的劳动者送上一份
清凉。 吕崇安 摄

周末市场

1、好消息：原创设计品牌谜底
旗下的童装品牌 miidiitapir 小食
梦兽入驻德润广场五楼啦!miidii-
tapir童装通过独特的主题故事，在
给小朋友舒适穿着体验的同时，还
用视觉及艺术文化的形态分享给
孩子更加人文式的体验与关怀！
产品方面以棉、麻、丝、毛天然材质
为主，为注重追求自然生活、保有
童心与艺术文艺气质的家长打造
最喜欢的童装品牌！

2、炫彩夏日，享激情折扣！德
润广场四楼耐克、阿迪达斯运动馆
夏季福利来袭！全场夏装二件 7
折，另秋季新品已上市，品牌的享
受，如此惊喜折扣不容错过哟！

3、德润二楼拉夏贝尔反季风
暴开始啦！全场女装、男装、童装2
折起售，赶紧行动起来吧！

4、德润一楼报喜鸟为答谢广
大顾客的厚爱，特推出三件衬衫组
合装，999元的价格，相当于买一送

二，千万别错过！
5、七夕购甜蜜、德润送好礼！
浪漫七夕节，爱 TA 就“购”

了！8月17日在德润超市/家家悦
超市一次性购买巧克力、糖果满88
元（限单张小票），即可到服务台免
费领取精美玫瑰花一支，数量有
限，送完即止。

6、1元换购
一次性购物满28元，即可以1

元换购 4只鲜鸡蛋，每天限前 100
名！单张小票限换购 1 份（大米、
油、鸡蛋、特价及团购商品不参加
活动）。

7、新学期买装备，备齐开学用
品！

德润超市/家家悦超市为广大
学子准备了各种书包笔袋、文具用
品、美术用品、数学学具等开学必
备用品，5折起！商品质优价廉、让
您一次购全！

8、夏日大清仓，低至五折起！
德润超市夏季服装清仓 5 折

起！T恤、衬衫、牛仔裤、裙子等想
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不到百元
就能玩转经典穿搭！

德 润 聚 焦

“时尚休闲 鞋意人生”国贸一
楼鞋城七匹狼专厅当季主打，透气
豆豆鞋、两穿沙滩鞋、网布运动鞋、
每款都潮流帅气，八月促销全场
7.5折优惠酬宾，部分促销99元起，
欢迎体验选购！

“内提拉 外紧致”国贸一楼欧
诗漫柜欧诗漫奢华金萃系列新升
级，富含珍珠活肤多肽、虎仗、合欢
等名贵中药成分，提升肌芯支撑
力，快速澎润面庞至黄金弧度，即
日起至 8月 12 日单品满 500 元减
150元，快来体验选购吧！

好消息：国贸大厦巴拉巴拉四

季特卖开始啦！即日起至 8月 31
日，全场货品 3.9 折起，开学在即，
帮宝宝准备一些新衣服吧，好看又
不贵！

新品快讯：又是一年秋来到。
换季了，国贸大厦二楼女装城众多
品牌秋季新品陆续上市啦!少淑
装、成熟女装、职业休闲装，快来为
自己挑选吧！

庆祝国贸在线升级暨国贸集
团会员年中庆线上线下互动，7月
28日—8月28日，国贸三楼床上用
品区罗莱5折起，水星59元起，梦
兰夏季商品 2折起，促销品除外；
悦达夏季商品三件5折，夏被99元
起，促销品除外；晋帛 21元起，促
销品除外；圣布凡 199 元起，促销
品除外。

国 贸 快 讯

受访专家：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无论酒菜多么

丰盛，米饭永远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
食。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推荐大家，每
次煮米饭时加一物，能让单调的米饭更有
营养。

糙米。日常饮食中我们常吃的大多为
深度加工后的精白大米，其中的矿物质、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流失不少。比起精白
米，糙米的颜色偏黄，正是因为这一层微
黄的谷皮、胚芽，糙米也就富含了多种维
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煮米饭时多加
一小把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转
化，对控制血糖有益。

紫米、黑米。紫米富含赖氨酸、色氨
酸、维生素B1等多种营养物质，以及铁、
锌、钙等人体所需矿物元素。煮白米饭时
加入紫米，味香且糯，对于预防便秘、高血
压和高血脂等有帮助。黑米含锰、锌、铜
等无机盐以及叶绿素、花青素等营养成
分，煮饭时加入可健脾养胃，适合病后调
理。

燕麦。燕麦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
素，且氨基酸构成相对合理。燕麦中多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有助降低人体血液
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煮饭
时用燕麦代替一部分大米，煮出的饭更黏
更软糯，对中老年人来说，不仅有助于肠
道蠕动，也能更好控制血脂，保护血管健
康。

红小豆。红小豆中含有丰富的钾元
素，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中医认为，
红小豆能利湿利尿、消除水肿。煮饭时加
入可控制血糖。不过，对于慢性肾病、尿
毒症、高钾血症等患者不适用。

芸豆。红芸豆是一种难得的高钾、高
镁、低钠食品，放入米饭中食用，对于“三
高”、动脉硬化等心脏病的人来说有很好
的保健效果。此外，红芸豆富含花色苷，
有抗氧化功效。要提醒大家的是，芸豆必
须要高温煮烂才可食用，否则无法消除芸
豆中的凝集素，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绿豆。绿豆清热祛暑，夏天煮饭时加
入可促进消化，也适合暑热严重和容易上
火的人群。绿豆的蛋白质含量高于谷类，
而且其蛋白质对于清除体内重金属有效，
可增强机体免疫力。

红薯。红薯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
膳食纤维，刺激肠道蠕动，帮助排便。如
果长期有便秘困扰的人，可以试试煮米饭
时加红薯，有助于提高身体新陈代谢的效
率。但对于胃溃疡、胃酸过多、血糖高的
人，红薯不宜一次吃得过多、过烫。

于仁文建议，多数杂粮不易煮烂，要提
前浸泡，还要焖、煮很长时间。所以煮米
饭尽量使用电压力锅进行焖煮，减少营养
流失，口感也会更加软烂。

（来源：人民网·生命时报）

米饭加辅物
营养更全面

2018 魅力国贸，“影”您更美！
东台国贸集团“德润杯”摄影大赛
等您来参加!

从 1997 到 2018 年，国贸已陪伴
我们走过了 20 个春夏秋冬，21 岁
的国贸时时有惊喜，处处有感动，
千言万语，唯有这一张张照片可以
承载着您对国贸最珍贵的记忆。
2018 东台国贸集团首届“德润杯”
摄影大赛广邀有兴趣摄影的朋友
们一起用手机、相机记录那些您和
国贸相关的精彩瞬间。大胆晒出
您的创意、您的想法、您的感情，跟
着镜头来发现您和国贸的故事！

活动主题及要求：以“魅力国
贸”为主题，参赛作品必须直接或
间接表现出东台国贸集团旗下所
有业态场景元素，内容积极向上，
体现正能量。国贸集团现有五大
业态：百货商场、酒店宾馆、连锁超
市、购物中心、蔬果农庄。拍摄题
材不限，拍摄地点不限，拍摄时间
不限（1997 年 12 月 26 日至现在，老
照片都可参赛）。画面有特色、感
人、质感好，构图漂亮、高清，每人
最多上传2张，

征稿时间：2018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超过规定时间发送的作
品不予列入评审范围）

赛事面向社会公众，凡有兴趣
的摄影爱好者都可参赛一展风采。

参与方式：关注东台“国贸生

活在线”公众号，点击“活动页面”，
按要求填写报名相关信息，上传参
赛作品 1-2 张并附上 10 字以内作
品描述。主办方收到作品后，由专
门工作小组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
作品进入参赛环节。

评选环节：投稿截止 2018 年 9
月 10 日 18：00，9 月 11 日 00：00-20
日对参赛作品进行网上投票，每人
每天可为参赛作品投票一次，网上
投票截止 9 月 20 日 24：00，最终按
得票数从高到低评出获奖者若干，
分获主办方设置的各项奖品。

奖项设置
特 等 奖 ：1 名 ，价 值 5000 元

（手机一部）
一 等 奖 ：2 名 ，价 值 2000 元

（床品一套）
二等奖：5 名，价值 600 元 （电

饭煲一只）
三 等 奖 ：10 名 ，价 值 128 元

（化妆套盒）
纪念奖：30 名，价值 80 元 （无

印良品现金券一张）
参与奖：若干名，价值 30 元（国

贸生活在线线上购物券一张）
以上奖项领取有效期至 2018

年9月30日。
经过网上投票产生的获奖名

单将于 9 月 21 日在“国贸生活在
线”平台发布。

东台国贸集团邀请您

用镜头叙说您和国贸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