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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促消费硬核举措密集出台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王雨萧 何
晨阳）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消费造成较大冲
击。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下降 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28.7 个百分点。为促进消费回补，更好释放
新型消费潜力，连日来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
一系列促消费相关举措。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如何提振？各地推
出了哪些实招？面对一大波消费“礼包”，你
准备好了吗？

“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新型消费
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国家应鼓励新消费模
式和业态发展，引导相关企业创新服务供给
方式，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消费持续升级趋势未变
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

各地密集出台促消费
“硬核”举措
连日来，中央各部门出台一系列促消费
举措，为百姓消费营造更好的条件环境。国
家发改委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
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
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等方面提出 19 条
具体举措；商务部印发通知，提出发展网络消
费；国家发改委等 28 个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
贫行动……
各地也纷纷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
——促进文旅消费活动。宁夏通过提前
下达重点项目补助资金、发放各类创评扶持
奖励资金等措施，激活文化和旅游消费市场；
山东济南面向旅游景区、旅行社等文旅企业
推出 2000 万元惠民消费券；新疆部分景区推
出门票半价或买赠活动。
——刺激餐饮消费市场。南京大型餐饮
企业通过会员积分、发优惠券等方式，请市民
“到店”消费；
宁波打包一批餐饮品牌企业，
面向
企业、
机关单位等提供优惠团餐服务；
福州开展
餐饮
“无接触外卖月”
活动，
拉动餐饮消费。
——激活线上消费潜力。上海推出“云
走秀”
“ 云逛街”
“ 云上快闪店”等“云购物”模
式；深圳市商务局联合腾讯微视发起“微视鲜
粉节”助力水产销售；内蒙古开展电子商务促
消费专项行动，大力发展网红经济……
数据显示，截至 16 日，全国已有 28 个省
区市 3714 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对外营业，复
工率超过 30%，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
过 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
司长哈增友说，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是
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提振经济的关键举措。
特别在当前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下，集中精力
扩大国内消费、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正当其时、
非常必要。
“云端”
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这款产品干性肌肤也可以用，喜欢的话
点击右下角蓝色购物袋就能购买，一会儿我
们还有直播间抽奖活动……”19 日晚，在北京
汉光百货兰蔻专场直播间里，护肤顾问化身
“云柜姐”，向屏幕前的 2 万多名“顾客”逐一
介绍每件护肤品的使用方法。
“当晚直播间护肤品销售额超过 116 万
元，专柜新增 1500 多名粉丝。直播销量比我
们预计的还要高，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两场直
播活动，后期还会考虑再推出一场。”兰蔻华
北区销售经理侯爽说。
疫情期间，尽管线下消费受到冲击，但线
上消费热度不减，各类“云消费”新场景正在
不断涌现，成为新的经济亮点——大年初一，
电影《囧妈》通过抖音等平台免费在线播放，
上线三日总播放量超 6 亿；主打“最后一公
里”的社区商业迎来发展契机，苏宁数据显
示，今年 2 月苏宁菜场销售环比增长 7 倍；拼
多多数据显示，截至 20 日，通过直播等方式，
拼多多抗“疫”助农专区售出农产品超 2.6 亿
斤；随着气候转暖，近日各地景区纷纷推出
“云赏花”
“云春游”……
统计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1.5%，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
疫情冲击下，新型消费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居民外出急剧减少，消费
市场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对 2 月份消费影响
巨大。但与此同时，我国消费也展现出强大
的韧性、活力和新增长点。

“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断拓展，无接触
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模式快速
发展；
人工智能、远程办公、
‘互联网+医疗+药
店’
等逆势发展；
信息消费、
卫生健康用品消费
显著增长。
”
王斌说，
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
地见效，
预计消费将逐步恢复。疫情不会改变
我国消费长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发展趋势。
赵萍认为，当前各地生活服务企业复工
复产持续推进，服务消费规模将得到有效提
升。以旅游和餐饮消费为例，疫情期间，居民
外出就餐和旅游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
足，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前段时间被
抑制的服务消费有望迎来反弹。

王斌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研究提出促
进汽车、家具、家电等重点商品消费的政策措
施。同时，壮大服务消费，促进城市消费，提
升乡村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不断创新消费促
进平台。
“新型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下一步将围绕培育发展新消费，加快以
5G 网络和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一代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努力推进信息服务全覆盖。鼓
励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促进传统
销售和服务上线升级。鼓励使用绿色智能产
品，促进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坚持包容审慎
监管，推动新消费健康发展。”哈增友说。

万亿险资举牌热持续升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向家
莹）险资迎来新一轮“举牌热”。据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网站公告统计，截至 24 日，今
年包括中国人寿、太平人寿、华泰资产、太
平洋保险等在内的保险机构已七度举牌
上市公司，其中五次举牌集中在近一个月
之内，斥资达数十亿元，力度和数量远超
去年同期水平。业内人士预计，综合当前
股价收益、新会计准则变更以及对于险企
权益类投资相关政策导向来看，预计险资
举牌热潮仍将延续。
具体来看，A 股市场中，太平人寿举
牌大悦城，华泰资产举牌国创高新。其他
5 次举牌对象均为港股上市公司。对于近
期太保系的频繁举牌，中国太保拟任总裁
傅帆 24 日在业绩发布会上回应称，权益

类投资方面，坚持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
长线投资，穿越周期的资产配置。这次行
情的波动，也是为长期投资者、价值投资
者提供难得介入机会。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 22 日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再度表示，对偿付能力充足
率较高、资产匹配状况较好的保险公司，
允许其在现有权益投资 30%上限的基础
上，
适度提高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重。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指出，尽管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动荡，但在
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加
上时间周期的推动，中国的资本市场在 2
到 3 年内保持长期向好，是一个大概率事
件，此时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是一个非
常好的时机。

前 2 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9.9%
新华社北京 3 月 24 日电（记者申铖）
财政部 24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2 个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232 亿元，
同比下降 9.9%。
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前 2 个月，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42 亿元，同比下
降 11.2%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17990 亿元，同比下降 8.6%。全国税收收
入 31175 亿元，同比下降 11.2%；非税收入
4057 亿元，
同比增长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杨志勇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前 2 个月，一些经济活动出现暂停。
“财政
收入同比增速下降，在预期之中。随着复
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逐步回归正轨，财
政收入也将随之恢复。”
从 主 要 税 收 收 入 项 目 来 看 ，前 2 个
月，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 19%；国内消费
税同比下降 10%；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

6.9%；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
25.1%；
关税同比下降 14.3%。
值得关注的是，
前2个月，
证券交易印花
税349亿元，
同比增长77.2%。
“在全球金融市
场动荡加剧的背景下，
我国资本市场表现相
对稳定、
韧性渐显。这一数据体现我国资本
市场交易活跃，
彰显市场人气。
”
杨志勇说。
财政支出方面，前 2 个月，全国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32350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4269 亿元，同比增长 4.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8081 亿元，
同比下降 3.9%。
受疫情影响，一些财政支出项目在前
2个月未能开展，
但与疫情防控有所相关的
卫生健康支出2716 亿元，
同比增长22.7%。
此外，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前 2 个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688 亿元，
同比下降 18.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 12879 亿元，
同比下降 10.4%。

A 股全面反弹 深市三大股指涨逾 3%
新华社上海 3 月 25 日电（记者桑彤）
A 股 25 日全面反弹。深市三大股指涨幅
均逾 3%，深证成指收复万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 2775.30 点大幅高
开，全天高位震荡盘整，午后进一步走高，
最终收报 2781.59 点。指数较前一交易日
涨 59.15 点，涨幅为 2.17%。
深证成指一举收复万点大关，收盘报
10241.08 点，
涨 319.40 点，
涨幅为 3.22%。
创业板指数涨 3.25%，收盘报 1937.85
点。中小板指数涨 3.63%至 6655.65 点。
沪深两市个股呈现普涨格局，上涨品

种逾 3500 只，下跌品种不到 300 只。不计
算 ST 个股，
两市逾 100 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方面，仅佳华科技、优刻得下
跌，其余都上涨。安恒信息涨幅最大，上
涨 9.98%；
佳华科技跌幅最大，
下跌 3.79%。
板块概念全线上涨，种业、光学、整车
涨幅居前，
涨幅在 6%以上。
当日沪深 B 指也涨幅明显。上证 B
指涨 1.51%至 220.56 点，深证 B 指涨 2.33%
至 822.72 点。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顺利办
*ST 盐湖
青青稞酒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3.17
3.42
4.76
5.15
5.75
4.69
4.32
9.08
9.31

0.96
2.40
1.93
2.59
0.70
-1.05
-0.46
1.79
1.53

61551
35599
34668
12217
17.70 万
20.74 万
18.72 万
11.83 万
20555

深沪大势分析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排行榜

昨日

名称
南国置业
奥特佳
华星创业
京山轻机
利欧股份
弘高创意

名称
东方金钰
益民集团
曙光股份
力帆股份
北巴传媒
合锻智能

3月份楼市库存压力有望缓解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高伟）3
月 24 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最新全
国百城住宅库存报告。截至今年 2 月底，
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
为 47213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0.6%，同比
增长 4.1%。随着各地住宅市场成交逐步
回暖，未来楼市整体库存压力有望得到缓
解。
2 月份，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供应
量为 399 万平方米，而成交量为 691 万平方
米。楼市呈现“供小于求”的态势，这使得
库存数据环比会出现小跌。同时，观察历
史数据，供求两端均呈现断崖式下跌的状
态，
市场非常冷清。
从不同城市类型来看，一、二、三四线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分别为
2837、24110 和 20265 万平方米，环比增速
分别为-0.8%、-0.5%和-0.7%，同比增速分
别为 0.3%、6.3%和 2.1%。总体上看，对比
去年同期水平，一线城市总体上持平，三四
线城市略有增加，而二线城市库存增加最
为明显。
截至 2 月底，100 个城市中，有 54 个城
市库存出现了同比正增长现象。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表示，总体上看，2 月份房屋预售证审批和
发放工作停滞，各大城市新批项目减少，客
观上限制新增供应数据，最终使得库存数
据出现环比下跌。但从同比数据看，库存
依然表现为正增长的走势。
“当然随着 3 月
份预售审批节奏的加快、售楼处的陆续开
放，
供求两端数据有望出现回暖。”
从当前库存规模的去化周期来看，2
月份，一、二、三四线 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
住 宅 存 销 比 分 别 为 13.8、11.0 和 12.5 个
月。严跃进分析指出，
“三类城市的存销比
总体上都呈现上升的态势，进一步说明三
类城市的库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而从横
向对比看，一线城市的存销比数据相对偏
大。”
2 月份，100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整体
存销比为 11.7 个月，这也意味着市场消化
完这些库存 需 要 11.7 个 月 。 严 跃 进 说 ，
“各地要充分认识到近期库存的压力。此
类压力若不及时化解，将对房企的资金状
况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各地楼市的稳
定。”
严跃进进一步分析认为，从 3 月份各
地住宅市场的销售动态来看，售楼处陆续
进入营业状态，住宅交易有回暖的迹象。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当前阶段的控制情
况，未来 3 个月房企降价促销的力度会强
化，所在城市的库存压力也有望得到释
放。”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2.27
3.92
6.33
6.77
4.26
2.84

10.19
10.11
10.09
10.08
10.08
10.08

协鑫集成
日丰股份
科创信息
友邦吊顶
科信技术
贝仕达克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2.26
3.36
3.47
2.72
3.92
5.89

10.24
10.16
10.16
10.12
10.11
10.09

中房股份
吉翔股份
广东榕泰
*ST 敦种
佳华科技
界龙实业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3.96
38.16
17.03
16.15
13.34
50.56

-10.00
-10.00
-8.98
-8.65
-8.06
-7.20

京东方Ａ
TCL 科技
利欧股份
胜利精密
搜于特
东方财富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8.42
9.35
7.34
3.41
107.14
5.38

-10.04
-8.60
-8.14
-5.01
-3.79
-3.24

紫金矿业
工商银行
通威股份
中天科技
赤峰黄金
包钢股份

收盘价 成交额（万）
4.05
4.74
4.26
2.39
3.50
16.88

381967
371043
220162
93690
128635
537773

收盘价 成交额（万）
3.80
5.18
12.13
11.01
8.48
1.16

141217
119548
266110
227910
173882
22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