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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
“吃喝”
已不是家庭支出大头
“买供应糖半斤 0.35 元，一斤醋 0.14
元……”今年 71 岁的河北省涉县辽城乡西
辽城村村民王益清，从 20 多岁起就有记账
的习惯。积攒至今，5 本厚厚的“家庭账
本”，记录着全家人的收支，也浓缩了时代
的变迁。
王益清说，1978 年，他们两口子一年
赚了 248.93 元，花掉 248.56 元，只剩 0.37
元。
“光花在吃上面的钱，就占了六成。
”
王益清说的六成，与经济学上的一个
名词“恩格尔系数”密切相关，即食品占家
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这一系
数越低，往往意味着生活水平越高。

放进 70 年的刻度看，这个数字变化明
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城镇居民恩格
尔系数超过 60%，农村的更高；到 2018 年，
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28.4%。70 年，降幅超
过一半。
与此相呼应的是，1949 年我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2018 年达到
28228 元 ，扣 除 物 价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59.2
倍。
70 年来，恩格尔系数降低的同时，百
姓的钱包越来越鼓，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
的澎湃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

主任赵萍说，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意味着国
人把更多钱花在吃以外，消费从物质层面
的满足上升到精神层面的享受。
如今，王益清家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比
下降到 5%，其他的支出项目却越来越丰
富。在她的账本上，这些年有一项支出是
固定的，那就是旅游。北京、西安、大连、
桂林……账本上的风景
“坐标”越来越多。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住更大的房
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追一部最新上
映的电影、把更多汗水挥洒在健身房……
如今，很多家庭的账单发生了变化，消费
升级
“看得见”
“摸得着”。
据新华社

农副产品零售价格

打击犯罪、
严格核查、
“拉黑”
冒用者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详解防范身份证冒用问题
新华社记者 熊丰
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信息共享和信息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近年来，伪造、买卖、冒用居民身份证等问题时有发
生，对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严重损害。
公安部日前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有关负责人通报公安机关打击整治伪造、买卖居民身份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作进展，
并介绍全面提升居民身份证服务管理水平，
防范冒用居民身份证等情况。

破案3.2万起 抓获1.6万人
捣毁窝点1900余处

严格落实人证一致核查
对冒用者列入
“黑名单”

个人应增强安全意识
防止身份证丢失被盗

2018 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伪造、买卖居民
身份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对此类违
法犯罪活动进行全链条、全环节精准
打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
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伪造、买卖居民
身份证案件 3.2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1.6 万余人，捣毁制贩假证窝点 1900
余处，缴获一大批伪造居民身份证，发
现清理网上涉居民身份证违法信息
4460 余条。
河北唐山公安机关打掉网络制贩
假证犯罪团伙 11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77 名，缴获假证 20 余吨。山东青岛公
安机关侦破一起网上制售假证案，捣
毁 3 个制售假身份证等假证的窝点，抓
获犯罪嫌疑人 24 名。河南平顶山公安
机关打掉一条网络买卖居民身份证、
银行卡“四件套”犯罪链条，抓获犯罪
嫌疑人 70 名。福建莆田公安机关打掉
一个网络贩卖身份证、银行卡的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5 名。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张
宏业说，近年来，买卖身份证违法犯罪
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互联网上。违法犯
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发布买卖身份证信
息，利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联络，利用
网络支付工具付款，利用快递物流发
货，已经发展成为非接触性的违法犯
罪链条。

公安部在推出身份证异地受理、身份证
相片“多拍优选”等一系列便民举措的同时，
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身份证错号、
重号、造假等突出问题，持续狠抓打击整治，
基本实现了居民身份证准确性、唯一性和权
威性的目标。
全面推进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工
作，使社会各用证部门和单位可以通过机读，
快速、准确地进行指纹比对，实现人、证同一
性认定。公安部还建成了失效居民身份证信
息系统，为防止居民身份证被冒用提供了又
一重要的辅助核查手段。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生介绍，自
2018 年 4 月起，公安部会同人民银行开展失
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点应用，目前日均
核查 21 万余次，累计提供核查服务 1 亿余次，
已比中失效居民身份证 225 万余次，在防范利
用失效证件办理银行业务、降低金融风险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了解，公安机关还将会同各相关部门
将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人员列入“黑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公安机关建议社会相关用证
部门和单位，要认真核查证件真伪和人、证一
致性，严防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问题发生。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巡视员吴恒表示，
公安机关在企业和群众线上办事环节中将有
针对性地提供“实人+实名”
“ 实人+实名+实
证”比对两类辅助性身份核验手段，解决“我
就是我，是我在办”和“是我持有本人有效证
件在办”的问题。

“对于公民个人来讲，要进
一步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
自己的居民身份证，防止丢失
被盗。”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
心主任、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黄
双全说，居民身份证一旦丢失，
应尽快就近到公安派出所或者
户证办证大厅办理挂失；可以
到公安机关换领登记指纹信息
的居民身份证。
据了解，公安机关欢迎广
大群众积极举报相关案件线
索。公安部在“中国警方在线”
微博专门区域设立了“举报信
箱”，群众可举报伪造、买卖、冒
用居民身份证案件线索，公安
机关将逐一核查。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
员郑翔表示，公安机关将进一
步强化警企协作，对伪造、变
造 、买 卖 居 民 身 份 证 件 的 网
站、网上商户、QQ 和微信群进
行集中清理整治。对重大案
件，公安部将采取挂牌督办、
直接组织侦办的方式，治安、
刑侦、网安、技侦等各警种合
成作战，对伪造买卖居民身份
证件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
底，坚决遏制此类违法犯罪活
动的多发势头。

你有一份国际快递？

警方提醒：
小心
“快递诈骗”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冒充外籍军人以
受军人身份限制为由，要求被害人在国内
帮助其收取装有财产的快递，从而实施诈
骗的案件时有发生。南京警方提醒，要提
高防范意识，谨防被骗。
7 月，南京警方接到李女士报警称被
自己的网恋男友给骗了，对方是一名外籍
军人。李女士称，自 5 月开始两人在网上
聊天逐渐产生感情，她便放松了警惕。5
月 25 日对方告诉李女士有个很照顾他的
朋友去世了，留下了许多财产给他，他要

邮寄给李女士。随后便将快递单号发给
李女士让其去支付国际邮费，李女士支付
了 4 万元后迟迟未收到快递，直到 7 月方
知被骗。
8 月，
胡某报警称，
5 月 1 日他收到一封
邮件，
对方自称是一名外籍军人，
因想在中
国投资，欲将自己的退役奖励金寄存至受
害人处，
此后，
受害人多次收到所谓运输公
司发来的邮件，
邮件以运费、保险费等各种
名义要求受害人汇款，受害人前后共汇款
两次，
总计汇款金额为5.7万多元。

警方分析，此类诈骗行为不法分子冒
充外籍军人联系受害人，在逐渐获取受害
人信任后，再假托将国外财产邮寄给受害
人的名义，诱骗受害人上钩，之后以货物
需要缴纳运费、保险费、税费、海关检验
费、疏通关系费、免开箱检查费等各种理
由，诱导受害人转账汇款，犯罪分子往往
在骗取钱财后便销声匿迹。
警方提醒，
在网络交友时务必仔细辨别
对方身份，尤其不要和陌生人有金钱上的
往来，
如遇被骗情况应及时报警。据新华社

天气预报

公安部提示：

中秋节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加大
公安部 9 日发出交通安全预警，中秋节期
间探亲流、旅游流交织，交通出行集中，道路
交通安全风险加大。
据研判，今年中秋期间，全国道路交通面
临以下安全风险：小客车出行量显著增长，肇
事风险突出；农村公路车流量大幅上升，交通
安全隐患增多；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上升，
酒驾、超速等肇事增多；旅游出行升温，旅游
车辆安全压力大；恶劣天气将给部分地区交
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要求，各地公安
交管部门要深入排查“两客一危”和“营转非”
大客车安全隐患。始终保持重点路段重点时
段严管高压态势，严查酒驾醉驾、超员、超速、
疲劳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
公安部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出行群
众，自驾出行之前，请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和保
养维护，提前规划好时间、路线。自驾行车途
中，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切勿超员、超速、疲
劳驾驶。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