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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 !两会" 渐次闭幕#

各省披露的过去(年直接反映百姓
收入的两项数据指标# 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比$%&

数据更亮丽$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

)"((年共有('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双双跑赢$%&# 有)*个省份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越$%&# )+个省
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整体快于城镇
居民收入$

上海% 山西% 吉林% 黑龙江%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四川%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 山东 %

!"

% 内蒙古共计
('省区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
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两项数据双
双跑赢$%&# 北京% 天津% 河南%

广西% 江苏% 安徽,省市收入增速
则落于$%&之后$ 此外# 重庆% 河
北 % 辽宁 % 贵州 % 西藏 % 青海 %

云南-省区市# 农村居民收入均高
于$%&# 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速则低
于$%&$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 去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共有+省份城镇居民收入
增速超过(/0(1的全国平均水平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共计有##

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

#-0+1的平均水平$ 其中重庆城乡
居民收入增速相差最大# 农村增速
值较城市增速值高出 ,0*1 $ 位列
第二% 三% 四位的江西% 广东% 河
北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相差值也在
,1左右$

农民收入增速迅猛$ ).##年 #

)*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仅全
部超越各自$%&# 且)+省区市农民
收入增速整体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
速 $ 按已公布省份数据显示 #

!

"

% 重庆% 四川% 吉林% 内蒙古%

陕西,省区市增速都超).1$

在这 )*个省区市中 # 海南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达))0)1# 位居榜
首# 重庆以))1的增速位列第二$

北京去年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
为 -0,1 # 为所有省区市中最低 #

但农村居民收入则达#/-2,元# 远
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元#

仅低于上海的(*,//元# 排名为全
国第二位 $ 相比之下 # 海南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排第一位 # 但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中西部增速强劲$ 城镇居民收
入增速排名前十的省区市中# 除海
南% 山东% 广东外# 其余均为中%

西部省份$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呈现出类
似局面# 中% 西部地区增速也略高
于东部地区$ 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超越)"1的,个省份中# 除海南外#

其余仍为中% 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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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中石化利用企业自身
的议价优势# 整合全国百万石化员
工的分散购买力# 建立 !中国石化
团购网"$

中国石化集团利用流行的网络
团购方式#让石化员工凭石化身份证

明可以享受到所需产品的厂家内部
优惠#为企业员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
益$中石化团购网于)""+年2月上线#

随即与一汽大众%海尔%太平洋保险
等知名厂商合作#在众多中国团购网
站一片萧瑟之中#中石化团购网第一
年就实现销售额'亿元$

据介绍# !中国石化团购网"

由中国石化集团下属中国石化报社
主办的专业网站# 服务对象仅针对

石化员工$ 网站与北京奔驰% 海尔%

太平洋保险% 三星及苹果公司等国
内外知名厂商合作# 截至)"((年底#

仅在团购轿车方面累计为石化员工
节省购车资金)"""多万元$

记者从 !中国石化团购网" 上
看到# 汽车% 34产品和高档羊绒衫
在内的企业都在为中国石化集团的
员工提供 !员工专属优惠" 活动$

比如# 团购标志汽车# 在团购活动

的广告上就明确写明' 中石化员工
可以在底价的基础上再优惠)"""到
/"""元$ 奔驰5级6级轿车针对中
国石化集团职工# 优惠额度则是)

万元起$

据了解# 目前中石化员工可选
购/,款车型# 除奔驰之外# 还包括
丰田% 现代% 重庆长安% 东风标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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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
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宣布决定
从).()年2月).日起# 召回自).((年/

月(+日至).((年()月)'日生产的配备
78(,型号发动机的部分骐达轿车
''('辆$

据悉# 本次召回所涉及的部分车
辆因燃油压力传感器锁紧扭矩不足#

有可能导致燃油渗漏#存在安全隐患$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
车辆进行检查并做紧固处理# 以消除
故障隐患$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
产专营店#以信函%电话等方式通知召
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免费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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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日#记者获悉#继))日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唯冠科技 !!

""有限公司!#$%&!"'("起
诉苹果贸易!)*"有限公司!#+%

,-." 侵害商标权一案进行证据交
换% 临时禁令申请听证和中止审理申
请听证之后#)2日下午#浦东法院就深
圳唯冠提出的临时禁令申请% 苹果提
出的中止审理申请分别作出了裁定'

驳回原告深圳唯冠要求责令被告苹果
停止销售!9&:;"平板电脑的申请#本案
中止诉讼$

针对临时禁令的申请#法院认为#

申请人深圳唯冠的申请获得法院支持
的前提条件之一是' 被申请人正在实
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行为$ 而本案中#被申请人苹果销售
的!9&:;"平板电脑来源于美国苹果公
司# 美国苹果公司等与申请人之间就
涉案商标因转让合同引起的权属纠纷
正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中$ 在该院作出终审判决前#涉案商标
权归谁所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针对中止审理的申请#法院认为#

虽然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于).((年((月(-日作出一审判
决# 驳回了美国苹果公司等的诉讼请
求# 但美国苹果公司等已向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现该案尚在审
理中#故裁定中止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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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2

日表示# 社会保险基金入市暂时还没有明确
的时间表$ 此外# 今年(至/月# 中国将在全
国范围内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审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社会保险基金如何实现投
资运营保值增值# 这件事具体的方式# 路径
的选择# 肯定是一个很复杂# 需全面研究的
过程$ 社保基金投资保值的政策选择将来一
定会是综合性的组合式的# 而不会是一种单

渠道的狭窄的投资保值方式$ 但对于社会保
险基金究竟何时能入市# 胡晓义并没有给出
准确的时间点$

报道称# ).((年# 中国五项社会保险
基金总收入为 )02-万亿元 # 比上年增长
)*0+1# 但是面临的问题却是# 社会保险基
金跑不赢5&3# 百姓的 !养命钱" 面临缩
水# 为此# 人社部正在与有关部门研究具
体的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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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
)2日召开的全国社保局长会议上透露# ).()

年我国将继续扩大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其中城镇基本养老参保人数要达到20.*亿人$

新农保% 城镇基本医疗% 工伤和生育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要达到20,亿人% /0-*亿
人% (0')亿人和(0/)亿人$ 同时# 将研究探
索建立以养老% 医疗保险为重点的全民登
记管理制度$

胡晓义说# 今年围绕社会保险法的贯彻
实施# 将继续推进重大制度建设' 一是新农
保和城居保在全国全面推行& 二是规范和完
善职工养老保险非因工伤残待遇和遗属津贴

政策& 三是推进社会保障城乡统筹& 四是积
极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将城乡居民医保
的财政补助水平提高到)/.元$

胡晓义强调# 当前要精心做好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第八次调整工作# 按时足额
发放到位$ 同时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审
计工作# 根据国务院部署# 今年(月至/月#

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对社会保障资金审计$

截至).((年底#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城镇基本医疗% 失业% 工伤% 生育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达到)0'/亿人% /0-2亿人% (0/2亿
人% (0--亿人% (0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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