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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人消费方式发生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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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搜索、下单……65岁的黄海萍熟
练地操作着手机，家里随处可见网购的衣
服、鞋袜、水果、零食。“网购打开了新世界，
成了我退休生活的新爱好。”黄海萍说。28
岁的小月从装修新家开始就选择网购，小到
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大到空调、洗衣机等
家电，基本都从网上购买。

从商场购物到如今网络购物，从曾经的
实体经济到如今科技赋能的电商新零售，十
年间西安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网购已经成为市民追求美好生活、实
现个人价值的重要载体，见证了西安消费市
场的蓬勃发展。

西安是中国电子商务
领军城市之一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军城市之一，西安
的消费观念一直处在时代前列。

因无意间“触网”，绥德小伙白玉亮成为
乡亲们眼中的“能人”。“2013年陕北吴堡红
枣滞销，后来我通过微博找到了销路。”白玉
亮说，这对他触动很大，不久之后他就着手
在西安做了微商，通过微博微信营销的模式
推广自己家乡的小米、山药等土特产，很快
带动了不少年轻人一起做微商，成为当地的

“致富能手”。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其中网上商品零售

额从2012年的1.32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
13.09万亿元，增长了9.9倍。

这当中，西安的贡献功不可没。
在 2022年京东“6·18”活动期间，陕西

居民在全国各省份居民购买力排名中位列
第 14位，客单价在全国排名第 21位，其中，
西安在成交额排名、购买力总量等数据上均
排名全省前列。米旗、开米、金花、利君沙、
西安饭庄等多个西安知名品牌和老字号异
军突起，成为网购市场的“黑马”。

“社交分享+交互体验+深度服务”
成为网购发展的新模式

如今，“社交分享+交互体验+深度服
务”成为网购发展新模式。在此背景下，以
网购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已成为推进新型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实现西安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也成为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驱动力。

不久前，京东国际与西安大悦城联手打
造的京东国际（西安）跨境体验中心正式营
业，为市民网购提供了更多可能。5大主题
场景、高科技视觉体验、“沉浸式”逛街……
消费者在店内可通过线下扫码线上下单的
方式购买跨境商品，大悦城会员也能够在店
内享受到专属服务，体验更丰富多元的消费
场景。

近年来西安推动
消费持续恢复发展

近年来，随着西安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西安市商务部门聚焦重点商业街区、重
点商圈、重点商贸企业、重点消费领域，探索
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政府企业联合、线
上线下融合、各方资源整合”的消费促进模
式，推动消费持续恢复发展。

今年以来，西安市相继举办“云购长安
年货到家”2022西安网上年货节、第四届双品
网购节、2022年直播带货节等网购活动，据不
完全统计，第四届双品网购节期间，西安市实
现网络零售额42.15亿元，同比增长13.5%。

此外，西安市商务部门通过“直播+场
景”设定，持续开展“美域蓝田·数商兴农”

“甜瓜万千·阎良领鲜”“灞源樱桃·品质保
障”“诗画鄠邑·东韩有礼”等网络直播活动
超过300场，实现农村网络零售额3.7亿元，
同比增长16%。

省社科院研究员方海韵表示，通过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必
须抓住以网购为代表的电子商务这个“牛
鼻子”，西安近年来做了很多尝试，举办了
很多活动，达到消费者、商家、平台三方的
共赢，共同为稳经济、促消费贡献力量，应
该坚持不懈做下去。 （杨明）

9月19日，
延长石油炼化
公司所属延安
炼 油 厂 50 万
吨/年航煤加氢
装置生产的 3
号 喷 气 燃 料
（航煤）公路首
发 仪 式 举 行 ，
标志着炼化公
司“百万吨”航
煤产品全部实
现生产销售。

曹嘉玮
杨丹琼 摄

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如何？如何做好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将采取哪些措

施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如何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国家发展改革委9月19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作出回应。

经济形势怎么看？
如何做好重要
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再见!不用送啦！”来自安康市汉阴县
涧池镇花果村的小林同学拉着行李箱，踏
上了前往湖南的求学之路。

9月 16日，小林同学起得特别早，因为
他要赶在 10点前和爷爷奶奶收完地里已
经成熟的玉米，然后耗时四小时赶往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坐飞机。这是他第一次坐飞
机，也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湖南上大
学。家里来了很多远亲近邻为他送行，因
为他的家乡地处秦巴山区，去一趟机场需
要借助摩托车、汽车等多次转乘。为了让
小林顺利赶上飞机，东航西北分公司派驻
汉阴县的驻村工作队员梁平山专门开车送
他直达机场。

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后，该公司的地
面服务人员已等在候机楼外迎接他。交谈
中小林同学得知，因为他是东航西北分公
司第 970位“首乘旅客”，所以幸运地体验
到从地面到空中为首次乘机旅客打造的专
属服务。

在服务人员的陪同下，小林同学来到
“首乘旅客”专属值机柜台，“您好，欢迎
您！”早早等候在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为他
办理了值机和托运手续，把他安排在便于

客舱乘务人员服务的座位，并耐心细致地
讲解了行李携带和托运常识，告知他到达
长沙后要如何提取行李。

随后，工作服务人员为他的登机牌贴
上代表“首乘旅客”的笑脸贴纸，在托运行李
上拴挂了优先行李条，还为他戴上“首乘旅
客”手环、贴上爱心标识，以便于乘机过程中
各部门工作人员识别并提供优先服务。

办理完值机手续后，地面引导人员一
路陪同他通过安检前往登机口，为他介绍
了机场的环境，讲解了坐飞机需要注意的
事项。随后，航班准时保障，小林同学也准
时到达了登机口，搭乘摆渡车，在与地面工
作人员挥手告别后登上飞机。

进入客舱后，略显拘谨的小林同学正
在小心翼翼地找寻座位号——“您好！您
的座位在 31排右边靠窗的位置，我带您过
去。”其实乘务员在查验登机牌时，已经通
过上面的“笑脸”符号快速识别到他的“首
乘”身份，便快步上前提醒，协助他安置行
李，并把飞机上的设施组件进行了逐一介
绍。两个小时的空中旅程，小林同学被东
航乘务员照顾得无微不至。乘务长专门送
来“空中特饮”，祝福他学业有成。在短暂

的小憩之后，伴随着美妙的下机广播声，小
林结束了他的“首乘”之旅，踏上了去往大
学的路程。

从去年 10月 1日至今，西北地区有近
1.5万位旅客享受到了东航西北分公司首
乘专属产品，地面贴心服务保障 970余人，
运输行李 280件，受到 104次旅客表扬，东
航西北分公司获评“为首次乘机旅客送温
暖保畅通”活动先进单位。

据了解，小林同学是东航西北分公司
教育帮扶的120名学生中的一员。近年来，为
了加大教育帮扶力度，让家庭困难学生早圆大
学梦，该公司秉持“富脑袋、富口袋、富代代”
的理念，提前谋划安排部署，积极发挥集体力
量，倡导以基层单位如党支部、分部、科室、班
组等为主体，积极参与“一对一”结对教育帮
扶工作。自定点帮扶汉阴县以来，累计资助
家庭困难大学新生120余人，捐赠助学金30
余万元，得到了当地
政府和群众的广泛好
评。近期，东航西北
分公司还收到了来自
受资助学生的 3 封
感谢信。 （周宏娟）

身边

教育帮扶献爱心 优质服务送温暖
——东航西北分公司保障贫困生求学之行侧记

本报讯（任娜）9月 19日，笔者获悉，为提升全
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服务能力，满足社会各类
人员（含未设立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的普通高校、中
等职业学校在校师生，统称“社会人员”）的测试需
求，陕西省 2022年下半年面向社会人员开展普通
话水平测试。

报名条件中明确，年满 18 周岁以上公民
均可自愿报名参加测试。未设立测试站的普
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师生，由学校组织

报名并自行联系测试站解决测试事宜或报请
省语委办予以协调解决。已设立测试站的在
校师生，务必参加所在学校组织的普通话水
平测试。

具体报名分两个时段，第一时段为9月21日至
24日；第二时段为 11月 1日至 4日。报名可通过电
脑端、手机端进行，电脑端网络报名登录“国家普通
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选择“陕西”报名入口，
按照提示进行。

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总体延续恢复
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呈现积极变化，但经济恢复基
础仍不牢固，正处于经济恢复紧要关口。”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力以赴落实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
政策和19项接续措施。

她说，在有效投资方面，充分发挥推进有效投
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作用，加快推动第一批3000亿
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着

力用好新增3000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督促地方抓住施工窗口期，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
设。在促进消费方面，加快研究推动出台政策举
措，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消费加快复苏。在
助企纾困方面，围绕缓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保
证金、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等重点，加快推动出
台一批政策举措，着力降低市场主体负担。

“争分夺秒抓好各项政策贯彻落实，推动有关
举措早出快出、应出尽出，尽快落地见效。”孟玮说。

全力以赴落实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和全力以赴落实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和1919项接续措施项接续措施1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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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庆节日临近，蔬菜、猪肉等重要民生商
品需求趋旺，叠加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部分地方出
现强降雨天气等不利因素，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工作面临一定压力。

孟玮说，在紧盯蔬菜、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市
场供需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一是指导各地紧抓蔬菜生产、加强产销衔接、
畅通运输配送，保障终端市场“微循环”顺畅、市场
供应充足。采取平价销售、补贴流通销售环节、减
免批发市场进场费等措施，促进价格平稳运行。

二是及时投放中央猪肉储备，指导各地加大力
度同步投放地方政府猪肉储备，投放价格低于市场
价格。同时，指导各地适时投放成品粮油、蔬菜、鸡
蛋等储备，增加市场供应。

三是鼓励重点骨干企业坚持诚信经营、带头保
供稳价，协调有关部门严厉打击串通涨价、哄抬价
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近期成品粮油价格基本稳定，蔬菜、鸡蛋价格
回落，猪肉价格总体平稳运行。”孟玮说，将持续跟
踪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形势，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孟玮
介绍，为增加中秋、国庆等节日市场供应，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已投放两批中央猪肉储备，近
日还将投放第三批储备，并指导各地加大力度同步
投放地方猪肉储备。预计9月份合计投放猪肉储备
20万吨左右，单月投放数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下一
步，将继续紧盯生猪市场动态，必要时还会进一步
加大投放力度，促进市场和价格平稳运行。

预计预计99月份猪肉储备单月投放量达历史最高水平月份猪肉储备单月投放量达历史最高水平看
点
看
点2

今年 1至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万辆和 386万辆，同比增长 1.2倍和 1.1倍，新能
源汽车销量占全部汽车销量比重达22.9%。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增长，关键技术
水平大幅提升，充电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体系不断
健全。”孟玮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良好基
础，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

孟玮说，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完善新能
源汽车政策体系；坚持“全国一盘棋”优化新能源汽
车产业布局；鼓励企业充分依托我国产业基础，加
快突破新能源汽车关键系统部件和基础共性技术；
继续以开放姿态深化国际合作，鼓励中外双方企业
深化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持续促进新能源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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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反复、乌克兰危机爆
发、跨国投资疲软的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克
服多重困难，实现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利用
外资同比增速高于总体水平，中西部地区利用
外资增速高于东部地区，外资来源地更趋多元
平衡。

孟玮表示，将抓紧出台具体举措，以制造业为
重点，着力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

一是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
题。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便利外商投资企业
商务人员往来；加强与外贸外资企业及其上下游

企业主动对接，保障运输通畅。
二是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抓紧推动出台

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投向
先进制造、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及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支持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引导
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国内梯度转移。

三是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组织实施国
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为跨国公司投资和各
地方招商引资搭建平台；健全重大和重点外资项
目工作专班机制，加快推进项目签约落地。

（安蓓 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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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下半年面向社会人员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

本报讯（张彦刚）9月 19日，《陕西省教育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的意
见》日前出台，意见要求，要狠抓安全教育，建立安
全隐患定期排查机制。及时了解并妥善化解学生
间的矛盾，深入细致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矛盾调
解工作，防范伤害（欺凌）事件发生。

意见明确，要严格校外住宿学生管理，原则上
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特殊原因在校
外租房的学生，要履行相关备案手续，学校与家长、
学生签订安全责任书，同时学校要加强安全教育，

建立校外住宿生定期巡查制度。同时建立安全隐
患定期排查机制，防范伤害（欺凌）事件发生。

此外，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方面，将严格落实
国家有关高校考试招生（含特殊类型招生）、新生入
学资格审查、录取资格复查、学籍学历管理的政策
法规，制定完善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录取资格复
查和学籍学历管理的实施方案。对可能发生冒名
顶替、替考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关键环节加强监督。
建立“谁审核、谁签字、谁负责”的学籍学历管理审
核责任终身追究制。

我省原则上不允许高校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9月 20日，记者
从西安市妇儿工委办获悉，《西安市妇女
发展规划（2021—2030 年）》《西安市儿童
发展规划（2021—2030 年）》（以下简称新

“两规”）日前正式发布实施。新“两规”
是西安市政府制定和颁布的第 4 轮妇女
儿童规划，将为西安市妇女儿童生存、发
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的实现提供重要
保障。

新“两规”明确，将妇女儿童群体关心关
注的热点问题纳入规划，回应妇女儿童的需
求，其中，妇女规划包含 8个领域 75项主要
目标88项策略措施，儿童规划包含7个领域
72项主要目标90项策略措施。

新“两规”新增了“妇女与家庭建设”“儿
童与家庭”“儿童与安全”3个领域。特别是
女性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并保持在
95%以上、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55％以上等7项指标高于省规划指标，以确
保西安妇女儿童各领域发展在全省继续保
持领先。

新“两规”针对国家纲要已设置但陕西
省规划未量化的8项指标，结合西安市实际
进行了细化量化，特别明确了确诊宫颈癌患
病妇女治疗率达到 90%以上、3岁以下儿童
系统管理率和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保
持在90%以上三项。

西安出台新“两规”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7项指标高于省规划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