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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中间阶层收入 北京最高
蓝皮书指出，在北上广三地，同

样是中间阶层，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
距。北京的中间阶层收入最高，年收
入为256016元，其次是上海中间阶
层的年收入为219770元，广州的中
间阶层年收入最低，为170037元,工
资性收入也呈现相似的状况。而在
经营性收入方面，广州的中间阶层年
收入最高，为39925元，这也反映了
广州的商业氛围较为浓厚，有较多的
中间阶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在总支出方面，北京最高，约为
126012元，其次是上海，每年的支出
约为 115646 元，而广州最低，为
95213元。饮食消费支出占总支出
的比例最高，各地没有显著差异。北
京的中间阶层除了在娱乐、教育两方
面的支出稍低于上海以外，其余各项
支出均为最高。对比北京和上海，广
州的中间阶层各项支出都相对较少。

在北上广三地，除睡眠以外，占
用中间阶层群体时间最多的是工作
学习。在工作日里，北京的中间阶层
每日有近9小时用于工作学习，比广
州、上海多出一个小时以上，即使在
非工作日，北京的中间阶层花在工作
学习上的时间也是最多的。而三地
花在路途交通上的时间都在1小时
左右，其中北京最长，其次是上海，最
后为广州。

此外，在家务劳动方面，上海的
中间阶层花费了最多的时间，即使是
在工作日他们也会花费约81.5分钟
处理家务；其次是广州；而北京的中

间阶层在工作日时只有约21.7分钟
用于做家务。

在三地的比较中，广州的中间阶
层陪伴家人的时间最多，即使是工作
日他们也会用2个多小时照顾家人；其
次是上海，而北京的中间阶层在工作
日时只有不到1小时用于陪伴家人。

五年内计划生育二孩的不超70%
蓝皮书指出，不同地区的生育水

平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文化差异等
有所不同，生育意愿也存在着差异。
华中南地区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
女数为2.08个，西南区、华东区和华
北区都在1.94~1.95个，东北地区的
生育意愿降为1.76个，远低于其他
地区。

调查发现，中国目前育龄人群终
身平均生育孩子数将在 1.7 个以
内。乡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一直
而且稳定地高于城镇育龄妇女的生
育水平。农业人口育龄妇女的现存
子女数为1.89~2.08个，非农业人口
的现存子女数为1.28~1.44个。

低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高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相对较低，收入
最低组的理想子女数为2.08个，最高
组为1.91个。

40岁及以上育龄妇女再生育的
可能性非常小。2015年调查的25~
39岁育龄妇女中，肯定不生下一个孩
子的比例为57.76%，而40岁及以上
妇女中该比例接近88%。在打算生
育二孩的一孩育龄人群中，五年内计
划生育二孩的比例不超过70%。

据《法制晚报》报道

每一个女人都是芈月，孙俪娘娘带你加冕超级辣妈
12月8日，孙娘娘空降辣妈

帮举办的2015辣妈帮年度盛典
“千万辣妈推荐的母婴品牌“颁
奖盛典，与众辣妈一起疯玩了一
场母婴时尚秀。

汇聚辣妈的智慧和意愿，
2015辣妈帮年度盛典评选并在
盛典现场颁布了“千万辣妈推荐
的母婴品牌”，涵盖奶粉、辅食、用
品、童装、保健品、纸尿裤等十类
产品。奥妙，全棉时代等品牌荣
誉上榜。其中最亮眼的是成功摘
取“千万辣妈推荐的时尚潮宝纸
尿裤”荣誉的潮宝型装纸尿裤。

“潮宝型装”是尤妮佳旗下
妈咪宝贝今年推出的热销产
品，据了解，“潮宝型装”，不仅
整体采用了大幅提升吸收力的
新改良导流材质和柔软亲肤透
气材质，给宝宝带来非凡舒适
的穿着体验，还针对男女宝宝

特点，推出多款百变时尚图案
设计，让宝贝们有型够潮，俏皮
可爱，满足个性鲜明辣妈们的
时尚品味。活动现场，“潮宝型
装”表现亮眼，展台展示了最新
的纸尿
裤 设
计 ，时
尚辣妈
纷纷被
宝贝们
一秒变
身“ 卡
通 大
咖 ”的
时尚武
器强烈
吸 引 ，
人气扶
摇 直
上。

曲面电视成跨年晚会观看神器 TCL引爆双旦电视市场
2015 年已经进

入倒计时。刚刚经历
完双十二大战的电视
厂商们，也马不停蹄
地开启了今年的最后
一场促销活动倒计
时，准备给消费者送
上一份新年大礼。

据悉，在新年来
临之际，TCL从12月
25 日开始，举办“新
年狂想曲，钜惠抢购
季”活动，横跨圣诞、
元旦，陪消费者狂欢
10 天过新年。活动
期间，TCL 将以广受
消费者喜爱的曲面
全线产品为主打，涵盖TCL 2015
年度最新、饱受欢迎、高技术含
量的各款曲面电视，并投入数千
万促销资源，全力为消费者打造
一场双旦曲面盛宴。

“曲面 H8800、超薄曲面 C1
等产品刚刚荣获‘中国好电视’
美誉，将带动新一轮的曲面电视
抢购热潮”，业内人士认为。在
12月15日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主办的“中国好电视”评选大
会中，TCL成为入围机型最多的
电视品牌之一，揽获5个席位。
其中，就包括此次双旦活动的主
打产品曲面 H8800 以及超薄曲
面C1。

据了解，今年以来，以选择
丰 富 、性 价 比 高 著 称 的 TCL
H8800曲面电视系列，深受消费
者的喜爱。其配备的4000R黄金
曲率屏幕，与人眼球同弧度，带
来真实呈现的临场感。同时，
H8800率先引入了世界一线音响
哈曼卡顿S级曲面音响，音效与
专业影院相比毫不逊色，让曲面
电视带来了IMAX级的临场视听
盛宴，成为消费者收看跨年晚
会、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现场类
电视节目的不二之选。

“此次活动，消费者还能抢
先体验最新上市的超薄曲面
C1。”TCL多媒体负责人介绍道，

TCL最新推出的超薄
曲面C1将在此次活
动中展开预售。C1
机身薄度仅为5.9毫
米，并应用了 4000R
黄金曲率、曲面高色
域技术、“C 运动”等
众多独步电视行业
的领先技术及应用，
带来“薄、曲、真、快、
潮”五大独特体验。

据了解，自去年
第 一 代 曲 面 电 视
H9600上市以后，TCL
陆续推出了4000R黄
金曲率电视、量子曲
面电视。如今，TCL

又成功上市超薄曲面电视 C1、
双系统曲面电视 P1S-CF，再度
升级曲面阵营，形成强大的曲面
生态格局，引领曲面电视市场的
普及浪潮。

据悉，此次活动不仅曲面产
品全线让利，所有机型更配送惊
喜好礼。凡是购买 TCL 曲面电
视的消费者均能获赠无线键鼠
套装、有线话筒、电水壶、清洁套
装等好礼。业内观察人士提醒
消费者，此次TCL曲面阵营全线
出击，产品资源丰富，让利幅度
大，消费者可抓紧机会升级电
视，为即将到来的各类大型晚会
电视节目做好准备。

大都会人寿官方微信“优悦积分计划”火热上线
近日，大都会人寿开展“优

悦积分计划”，客户关注大都会人
寿官方微信服务号并成功完成身
份绑定后，即获得一次性积分奖
励。此后，在客户完成续期保费
支付、电话地址变更等自助服务
后，也会获得相对应的积分奖
励。当累计积分达到一定金额及
以上时，可以按照一定的兑换比

例领取微信红包。未来，一系列
新鲜有趣的活动也将陆续推出。

作为一家极具创新精神的
保险公司，大都会人寿将继续通
过创新突破传统服务模式，加强
与客户的紧密联系，满足客户不
断变化及快速增长的需求，提升
客户服务体验，进而提升公司品
牌影响力。

记者24日下午从深圳滑坡事故
第八场新闻发布会获悉，首名幸存者
田泽明接受手术后效果明显，24日
病情保持稳定，各项化验指标好转，
当天下午已转院继续接受治疗。

据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生委主
任罗乐宣介绍，截至24日12时，共
收治17名伤员入院，伤者最大的78
岁、最小的7岁，病情多为骨折、多处
软组织挫伤，已出院2人、在院治疗
15人，伤员总体病情稳定。

23日清晨田泽明被救出后，救
护车将其送至深圳市光明新区中心
医院。联合医疗专家组组长、北京天
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专家石广志说，田
泽明当时神志清楚，但极度虚弱、面
容痛苦、严重脱水，全身多处皮肤软

组织挫伤、破溃、肿胀、渗血。
田泽明到达医院后，经多位专家

会诊，决定在全身支持治疗的同时，
紧急施行“右足骨筋膜间室切开减压
术、左手背及腕背伤口清创缝合术”。

石广志表示，田泽明手术及麻醉
过程顺利，手术取得成功，术后被转
往重症监护病房，生命体征基本显
著、神志清楚，减压手术效果明显，右
足血运良好。

24日，田泽明病情保持稳定，各
项化验指标较23日好转，进一步趋
于正常。但由于受伤时间过长，依然
存在一定风险，经医疗专家组会诊决
定转院。24日下午，他被转往深圳
市相关专科较好的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继续治疗。 据新华社电

深圳滑坡幸存者田泽明：
术后效果明显 已转院治疗

《社会蓝皮书》发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

中间阶层收入北京最高 年均25万
昨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

同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
测》。蓝皮书指出，北京的中间阶层收入最高，年收入为
256016元。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为上海，达
45966元。

此外，报告显示，低收入群体生育意愿相对较高，高收
入群体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在打算生育二孩的一孩育龄
人群中，五年内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不超过70%。

12月24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中心医院，田祖龙（左）见到病床上的儿子田泽明。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