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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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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60 空气质量 良
优：眉山、宜宾、雅安、资阳、马尔康、攀
枝花、康定
良：广元、泸州、乐山、内江、南充、西昌、
广安、遂宁、巴中、自贡、德阳、绵阳、达州

1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月18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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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1—151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超级大乐透第21008期全国销售
267627406元。开奖号码：05、19、20、27、
33、03、08，一等奖基本10注，单注奖金
8342623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6674098
元。二等奖基本73注，单注奖金172279
元，追加24注，单注奖金137823元。三
等 奖 208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821084248.7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018 期 全 国 销 售
18631424元。开奖号码：468。直选全
国中奖10186（四川612）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23548（四川
1318）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30796948.3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18 期 全 国 销 售
12161986元。开奖号码：46826。一等
奖 145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11442054.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08期
全国销售 849368 元。开奖号码：
331333013311，全国中奖15（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08期全国销售
778274元。开奖号码：21312011，全国
中奖26（四川1）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
1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去年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22元
疫情对城镇居民收入影响大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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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熊英英 实习生刘佳琪

1月18日发布的2020年四川省主
要民生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6522元，较上年增加1819
元，增长7.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8253元，增长5.8%；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5929元，增长8.6%。

同时，疫情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明显大于农村，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
由上年的2.46下降为2.40，收入差距进
一步缩小。

四项收入持续恢复
工资性收入贡献最大

工资性收入稳步回升。随着经济社
会秩序逐步恢复、复工复产持续推进、就
业保障措施更加积极，疫情对就业的影
响逐步减少，城乡居民工资收入稳步回
升。2020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 21951 元，增长 7.2%；农村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 4978 元，增长 6.8%。工
资性收入对全省居民增收的贡献率达
54.0%。

经营净收入持续恢复。2020年，全
省夏秋粮食稳产增收，畜牧业生产稳步
回升，特别是生猪、牛羊等畜产品价格持
续高位运行，受其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经
营净收入6152元，增长9.1%，其中第一
产业经营净收入4140元，增长8.6%，牧
业收入 1529 元，增长 22.8%；而疫情对
人员流动范围大、互动参与频繁的城镇

第三产业中的经营行业影响较大，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三产经营净收入仅增长
0.4%，受其影响，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4334元，下降1.3%，但降幅比前三
季度、上半年和一季度分别收窄4.0、4.6
和4.4个百分点。

财产净收入较快增长。出于对疫情
影响下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的担忧，居
民消费意愿下降，储蓄理财意愿上升，带
动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2020年，城镇
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3059 元，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510
元，增长11.8%。

转移净收入稳定增长。2020年，城
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8910 元，增长
6.2%，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4289
元，增长9.7%。

在外饮食支出下降明显
旅游文娱支出下跌最多

消费方面，2020年四川居民全年人
均 消 费 支 出 19783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2.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25133 元，下降 0.9%；农村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14953元，增长6.4%。疫
情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大于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还不够平衡。

具体来看，食品消费增长较快，在外
饮食支出下降明显。数据显示，受居家
时间增多及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0年
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7026 元，增长
8.7%，为八大消费支出中增长贡献率最
大项。居民为避免增加聚集机会，减少
了外出就餐，更多居民倾向于在家吃饭
或外卖。2020 年居民饮食服务消费
1254 元，下降 11.4%，其中在外饮食支
出1055元，下降13.5%。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受疫情影响最
大，旅游文娱支出下跌最多。受培训
机构招生减少，外出留学人员锐减，以
及居民消费缺乏安全感等因素影响，
2020 年，全省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较上年下降最多，降幅达到 9.0 个百分
点，其中文化娱乐支出下降 25.4 个百
分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
队发布了 2020 年四川省主要民生数
据。受新冠疫情冲击和食品价格高位震
荡影响，2020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
呈震荡回落、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全年
CPI上涨3.2%，涨幅较一季度、上半年和
前三季度分别回落3.0、1.9和1.3个百
分点，与上年持平。

各月CPI环比波动明显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党组成
员、总统计师黄加才介绍，从各月同比变
动情况来看，受新冠疫情冲击及去年猪
肉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影响，2020年年
初，四川CPI同比涨幅走高，2月同比上
涨6.9%，创2008年6月以来新高。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生产和流通恢
复，尤其是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持续改
善，2020年3-10月CPI同比加速回落，
涨幅从5.7%回落至0.2%；11月、12月伴
随翘尾影响消除和上年高基数影响，同比
分别下跌0.8%、0.2%，其中，11月CPI同
比年内首次下跌，也是近15年来首次下
跌，跌幅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

2020年全年各月环比波动明显，年
内高低差值达到 3.1 个百分点，波动幅
度高出去年 0.9 个百分点，高出历史均
值1.8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涨幅持续扩大

2020年，四川食品价格涨幅持续扩
大，结构性上涨特征显著。数据显示，
2020 年，四川食品价格上涨 14.2%，涨
幅较上年扩大2.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

涨约3.09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影响
程度由上年76%增至95%。

从月度走势看，受春节、新冠疫情爆
发影响，2020年1月、2月食品价格同比
分别上涨24.4%、30.9%，后期随着生产
供应恢复，食品价格震荡回落，11 月食
品价格同比下跌 2.3%。食品中猪肉价
格上涨47.7%，涨幅较上年扩大4.5个百
分点；受猪肉价格上涨带动影响，牛肉、
羊肉、食用动物油、畜肉副产品价格分别
上涨13.7%、9.5%、63.5%和44.1%；受夏
季汛情影响，鲜菜价格分别上涨10.4%；
方便食品、白酒、在外餐饮价格分别上涨
4.2%、7.1%和6.1%；薯类、水产品分别上
涨 3.7%、3.8%；奶类、粮食价格相对稳
定，分别上涨0.9%、0.7%；鲜果、蛋类供
应充足，价格分别下跌8.6%、6%。

非食品价格涨幅继续收窄

与此同时，非食品价格涨幅继续收
窄。2020 年，四川非食品价格上涨
0.2%，涨幅较上年收窄0.8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上涨约 0.15 个百分点，对 CPI 上
涨的影响程度由上年24%降至5%。从
月度走势看同比涨幅逐步回落，其中，
2020 年 1-6 月在 0.2%至 1.3%区间运
行，后期伴随工业消费品、服务项目价格
持续下跌；7-12 月在-0.4%至 0%的负
区间运行。其中，服务项目价格低位运
行 ，2020 年 1-12 月 同 比 涨 跌 幅
在-1.0%至 0.9%之间，全年累计无涨
跌，对总指数的影响程度由上年拉涨
14%降至0。

与上年比，2020年，飞机票、其他住
宿、车辆保险价格持续下跌，跌幅分别较
上年扩大7.4、3.2和3个百分点，私房房
租、电影票价格由涨转跌，跌幅分别较上
年扩大4.6、2.8个百分点。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四涨四跌”：

•食品烟酒类上涨 11.0%
•医疗保健类上涨0.7%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1.2%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3.1%
•衣着类下跌0.3%
•交通和通信类下跌3.6%
•居住类下跌1.1%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下跌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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