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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阳光直射着陕西中欧班列始发
地——新筑车站，肉眼可见的热浪从中欧班
列集装箱作业线的钢轨蒸腾而起，一滴汗水
落下，钢轨发出“滋啦”声响，瞬间消失不见。

室外温度接近 40 度，股道里的温度将近 50
度，新筑车站调车组的工作人员却穿着长袖长
裤、戴着帽子、手套，身上扎着安全带、背着对
讲机，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每一勾作业任务。“长
袖长裤是为了保护调车组工作人员在调车作
业过程中不因外界因素导致划伤、烫伤，还有
避免腐蚀性货物造成的损伤。”调车长王凌向
记者介绍道。

随着远处传来报警器的蜂鸣声，X8010次满
载41车沃尔沃返程班列，在调车组作业人员的引
导下，缓缓推入集 1 作业线，在这里完成卸车作
业，并用最快的装车速度，将发往德国的货物装
车集结完毕，驶向汉堡。

2018年以来，陕西中欧班列呈现“井喷式”增
长，截至今年8月5日，陕西中欧班列开行量再次
突破1000列。作业量虽然增加了，但是大伙儿干
得却热火朝天。“看着自己亲手编组的一列列中
欧班列满载着‘中国制造’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
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王凌说。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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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水果价格还会涨吗？楼市“退
烧”下房价如何走？消费增速为何大幅
下降？

8月 14日，7月份中国经济数据揭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回应了有
关物价、房价、消费的民生热点问题。

回应物价上涨
——未来有条件保持平稳

近来，民众对猪肉、水果等食品价格
的上涨感受颇深，而这也体现到了物价数
据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8%，涨幅较
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创近 17 个月新
高，涨幅也是连续 5个月处于“2时代”。

其中，水果、猪肉价格涨幅尤其明显，
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具体数据显示，7 月份，鲜果价格上
涨 39.1%，猪肉价格上涨 27.0%，两项合
计影响 CPI上涨约 1.22个百分点。

未来一段时间，水果、猪肉等价格是
否还有上涨空间？台风等极端天气是否
会导致物价大幅上涨？

对于鲜果价格，刘爱华分析，目前，
鲜果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变

化，同比涨幅是在高位回落的，环比是
在下降，当月环比下降 6.2%，随着夏季
时令水果的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总体有
下行积极条件。

对于猪肉价格，刘爱华分析，相关部
门、各地方政府目前都在陆续采取一系列
措施，扩大规模化养殖，保障市场供应，稳
定猪肉价格，包括启动价格补贴机制等。
这些都会对市场供求矛盾有一定缓解作
用，当然也需要时间。随着这些措施逐渐
见效，猪肉价格是有平稳基础的。

刘爱华说，不管是从食品、工业品、服
务，还是从货币调动、输入性因素等方面
来看，整体物价水平有基础、有条件保持
比较平稳的态势。

回应楼市“退烧”
——房价同比涨幅略有回落

近期，楼市数据不断遇冷。
从 1-7月份房地产投资、销售、资金

等数据来看，都有一个关键词：回落。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0.6%，增

速比上半年回落 0.3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增

长 9.5%，增速回落 0.6个百分点。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到 位 资 金 增 长

7.0%，增速回落 0.2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面积 88783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1.3%。
商品房待售面积 49876万平方米，比 6

月末减少28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4%。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销售

面积连续 7个月下调，待售面积 6年来首
次跌下 5亿平方米，整体楼市在 3、4月份
小阳春后继续“退烧”，在收紧调控的影响
下，市场再次出现了放缓，而且从趋势看，
预计 8月还会持续。

在 7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不
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背
景下，未来房地产走势如何？

刘爱华分析，从近几个月对房价的观
测来看，尤其是 6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的价格也好，二手住宅的价格
也好，房价同比涨幅都略有回落，预期也
相对稳定。综合来看，房地产市场有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

回应消费降速
——都是汽车消费透支惹的祸

7月份一项数据令人比较意外，作为
“三驾马车”中的主力，消费的增速出现大
幅回落。“难道国人不爱买买买了吗？”

具体数据显示，7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3073亿元，同比增长 7.6%，增
速比上月回落 2.2个百分点。

为何消费增速出现回落？这也是在
1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第二个就被
提出的问题。

刘爱华解释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汽
车销售变化带来的。

她指出，6月份有汽车国五国六排放
标准的转换，很多厂商、经销商在 6月份
采取了很多促销活动，所以拉动了当月的
汽车销售增长 17.2%。到了 7月份，由于
消费前移或者有一定透支效应出现，7月
份当月汽车销售下降 2.6%，出现了从正
增长 17.2%到下降 2.6%的落差。

简而言之，7月消费增速回落，都是汽
车消费提前透支惹的祸。

在刘爱华看来，扣除掉汽车零售额影
响之后，7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8.8%，这个速度和上
个月是基本持平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
体消费还是保持了比
较快的增长。

（李金磊）

物价上涨、楼市退烧、消费降速，统计局都回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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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暖阳照，遍地硕果红。8月11日，

记者来到延安市安塞区，记录下在这片土
地上所发生的变化。

南沟村的“三变”

2014年以前，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
是一个山区贫困村，基础设施差、交通不
便，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低，村集体经济薄
弱。群众经常调侃说南沟有三难，“出行
难、娶媳妇难、村干部干事难”。

穷则思变。南沟村驻村干部张光红
说，南沟村毗邻延安市区，北接枣园、南连
万花，村内自然植被覆盖率高，依据这些
特点，他们将其确定为发展乡村旅游的试
点村。2015年，全面启动集现代农业、生
态观光、乡村旅游为一体的南沟生态农业
示范园区建设。

在园区建设过程中，为解决制约企业
发展的土地、资金和环境保障以及企业如
何带动南沟村全体村民，特别是贫困群众脱
贫等问题，南沟村走出了一条“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之路。

资源变资产，组建党支部领办的南沟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苹果专业合作社。资
金变股金，合作社的股份为优先股份，享受
保本保息、按股分红的特殊政策。农民变
股东，建立起村集体、企业、群众之间紧密
的利益链机制，实现了三方共赢的局面。

如今，南沟村的村民人人既是股东，也
是产业工人，在园区务工，或者围绕园区
办农家乐、小卖部等，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充分就业。“从前我们家靠我在外打工，每
年也就是一万多元的收入。而现在成为
了股东，每年有三万多元的收入不说，村
里还特别照顾我，给我安排了在景区扫路
的工作，扫一天能挣 100块钱呢。”50多岁
的南沟村村民邵师傅，家里共三口人，谈
到如今的生活，他十分知足。

腰鼓成为百姓致富新出路

头上系着羊肚子毛巾，腰上挎着红彤
彤的腰鼓，鼓声震天响，红绸漫天飞……这
是在真武洞镇冯家营旅游景区上演的“千
人腰鼓”表演现场。

安塞素有“腰鼓之乡”的美名，相传
古时候戍边守塞士卒打仗时用腰鼓助
威，胜利后用它来欢庆。现在，腰鼓不仅
成为乡村的一种娱乐活动，还成为百姓
致富的新出路。

在腰鼓制作传承人王永军的院子里，记
者看到，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腰鼓，王永军
说，他从小和本地师傅学习腰鼓制作技术，
依靠腰鼓谋生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每
次制作腰鼓都是全家老少齐上阵，一年下来，
大概可以卖出去2000多个大小不等的腰鼓。

61 岁的孙旺明作为一名签约腰鼓
手，他如今也像城里人一样，靠着打腰鼓
得到了一份固定工作，每年光打腰鼓就
能赚 4万元。在安塞区，像孙旺明这样
的职业腰鼓手还有很多，通过打腰鼓，很
多当地村民都脱了贫、致了富。

安塞黄土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理张光军说：“我们冯家营旅游景区，目
前除了直接就业的 157 个贫困户外，还
拉动 2000多人就业，贫困户户均每年增
收 2万元以上，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家门口致富！”

“文农旅”深度融合促脱贫

2018年以来，安塞区委区政府按照
“文化输出、旅游导入”和“文化养民、文化
富民”的思路，坚持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效抓手，深入挖掘
安塞独具特色的黄土风情文化资源优势，
将文化植入旅游，用旅游承载文化，着力让
文化走出去、游客走进来、产业做起来、市
场火起来、贫困群众富起来，走出一条“文
化+农业”“文化+旅游”，“文农旅”深度融
合促脱贫的新路子。

可以说，文旅产业已成为安塞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此外，安塞还发
展人才资源优势助力脱贫。目前有陕北
说书、剪纸、民歌等各类民间文化艺术人
才 16686人，其中腰鼓手 10616人、民间美
术创作人员 275人、民歌手 282人、其他艺
术人才 513人；有国家级传承人 6人，省
级传承人 5 人，市级传承人 10 人，区级
传承人7人。 实习记者 赵院刚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我们一直都是干草饲料喂
牛，9月底割回来玉米秸秆要赶紧
晒干，不然被秋雨泡了，牛过冬的
草料就要受影响，如果修了这个青
贮窖，冬季草料不用愁不说，还比
干草饲料有营养，肉牛消化吸收
好，经济效益会更高。”8月 13日，
榆林市米脂县李站村村长李风光
向笔者介绍道。

李站村和富顺养牛合作社是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2018年初建成
的产业扶贫项目，共计出资110余
万元。随着养牛合作社规模越来
越大，饲料储藏方法亟待优化。为
高效推进扶贫工作，促进合作社发
展，国网榆林供电公司派出曾获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的退
休职工张雷威驻米脂县李站村进

行定点帮扶，通过与该村第一书记
赵鹏新的研究探索，准备为养牛合
作社建一座青贮窖。据了解，青贮
饲料不仅可以常年利用，受自然灾
害的影响较小，还可长期保存。该
青贮窖占地600平方米，可填装玉
米秸秆1000吨，窖内的饲料可供合
作社现有100头牛吃14个月，可将饲
养材料成本减少15%。预计今年该
合作社将实现销售收入50余万元，
可带动42户贫困户稳定长期增收。

下一步，国网榆林供电公司将
严格按照省、市党委政府关于脱
贫攻坚的各项要求，认真落实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的工作部
署，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扎实搞好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 （张晶）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修建“地下粮仓”助力产业扶贫

8月14日，商洛市洛南县石坡镇郝坪村的村
民正在忙着采摘韭花，阵阵韭花清香扑鼻而来。
近年来，镇上立足当地自然条件，做大做强韭菜产
业，目前已在郝坪、南坪、王窑等村建立韭菜基地
3500多亩，“小韭菜”做成了致富“大产业”，实现了

韭菜产业化、规模化种植。年加工韭花酱、韭菜花
茶、韭菜籽茶50吨，收入600余万元，有效带动当
地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持续鼓起了300多户
贫困群众的钱袋子，为脱贫摘帽和乡村振兴奠定
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姚渤潮 摄

据报道，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张女
士花149元购买了京东“PLUS会员”，不
仅享受额外的商品折扣，还拥有免费上
门退换货、24 小时专属客服等“特权”。
近年来，“会员制电商”在国内快速发展，
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引入这种模式。

在电商领域，有一个“二八定律”，也
就是电商平台 80%的利润来自 20%的用
户。电商会员制瞄准的就是这20%的消
费者，为付费会员提供价格优惠或特色
服务。这两年，我国电商市场增长速度
呈现放缓趋势，随着市场增长红利减弱，
电商平台间竞争加剧，单纯靠营销拉动
消费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从争取新用户
转向保持用户黏性成为必然选择。同
时，消费者更加注重商品品质和个性化
服务，付费意识增强，也带动了电商市场
逐步由供给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

但是，要想使付费会员制等“新型电
商”模式不断放大，还应有更多创新服
务。从目前已推出的会员制业务来看，
不少平台的会员制还停留在“额外折
扣”营销模式上，而且一些优惠只适用
于部分商品，真正能给消费者的优惠实
际上少之又少。为此，电商应搭建一套合理的会员
权益结构，让会员尽可能获得更多实惠；通过对不
同会员提供分级式服务实现精准营销，有效对接不
同消费者的精细化需求。此外，电商的服务能力和
会员增长互为关联，电商平台在为消费者提供质优
价廉商品的同时，还需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
精细化的优质服务，才能获得消费者信任，增加平
台消费量，也才能走得更远。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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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测井长庆分公司

多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坝”

本报讯（陈凡 邢帅 邱志勇）8 月 8 日至 12
日，陕北地区普降暴雨，中国石油测井公司长庆分
公司采取多项措施确保汛期安全生产。

长庆分公司重点在生产一线开展系列突发自
然灾害应急培训，“抓早抓小”着手防洪防汛物资
储备，早在 5月份就着手开展防洪防汛物资器材
的配备工作，累计补充木板、草袋、雨衣等物资
9300余件。

生产调度部门安排任务时充分考虑天气情
况，作业队出车前加强和井队沟通，做好查路选
线工作，尤其注意临水临崖路段和危桥险段的
风险排查。各项目部主管干部严格落实到岗带
班制度，关键岗位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GPS 监
控员全天候掌握汛期天气变化，并及时共享区
域道路风险，加强对车辆行车及现场施工的监
督监控，及时制止不安全行为和违章作业。

镇巴公路段

整治路域环境提升通行质量

本报讯（魏涛）为进一步提升干线公路通行质
量，近期，镇巴公路管理段加强了对辖养公路路
面、非公路标志、路侧用地及建筑控制区的管理，
全面展开路域环境专项治理工作。

该段以路面保洁为中心，采取“机械+人工”
不间断冲洗清扫的方式集中做好西镇高速涉路
施工段的路面保洁工作，进一步加大了沿线砂
石、煤场和施工平交道口的管理，杜绝车辆滴
漏抛洒污染路面现象发生。按照“安全至上、
规范统一”的原则，集中做好沿线非公路标志
的管理工作，对存在影响交通安全和未经审批
的非公路标志标牌进行清理。以提升公路通行
质量为目标，做好沿线空白地带的绿化苗木补
植及沿线亮点打造工作。

8 月 16 日早上 8 点整，中国铁路西安局第一列
动态检测列车55201次从靖边东车站开出。此次开
行的动检列车主要任务是检测区间内轨道、信号、
通信、接触网等是否达到运营条件，为浩吉铁路
按时开通做准备。 韩永刚 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近日陕
建八建集团职工高良利用业余时间，用毛笔小楷
字抄写 50 米 32000 多字党的十九大报告书法长卷，
献礼新中国70华诞。 陈玺龙 姚祖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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