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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消費增速年內首次轉正
汽車消費拉動增長 基建投資恢復去年水平

汽
■車消費帶動整體增速轉正。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中國 8 月
工業、投資和消費數據均創下年內新
高，其中工業增速已接近去年均值水
平，消費增速則為年內首度轉正，顯
示在疫情受控、外需持穩、政策支持
之下，中國經濟走上正軌，恢復接近
至疫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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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經濟運行指標接近轉正
指標

按年增速

前值

1-8 月工業增加值

0.4%

-0.4%

1-8 月出口

0.8%

-1.7%

8 月消費

0.5%

-1.1%

-0.3
（接近轉正）

-1.6%

1-8 月投資

月規
數據顯示，工業產業加速超預期，8
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5.6%，較
上月加快 0.8 個百分點，增速接近上年平均
水平，並帶動 1-8 月累計增速由負轉正，按
年增長 0.4%。
8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實現年內
首次正增長，按年增長 0.5%，較 7 月提高
1.6 個百分點。拉動消費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汽
車消費，線下、服務性消費也繼續改善，但
汽車之外消費按年下降 0.6%，仍未轉正。
投資改善亦符合預期，1-8 月累計按年降
幅收窄至 0.3%，房地產投資連續 3 個月正增
長，基建投資基本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市
場普遍預計 1-9 月投資增速有望轉正。

另外，經濟復甦帶動就業形勢改善，8 月
城鎮調查失業率微降至 5.6%，但大學生等重
點群體就業壓力仍大，20-24 歲大專及以上人
員調查失業率高於去年同期 5.4 個百分點，31
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也連續 3 個月高於全國平
均水平，或反映返城農民工就業不佳。

物價穩定 就業向好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國新辦
發布會上表示，8 月經濟保持穩定復甦態
勢，出現了不少積極變化，物價保持總體穩
定，就業形勢向好。「如果 9 月份這種態勢
能夠延續的話，三季度增速會比二季度明顯
加快。」
付凌暉指出，需求回升、投資加快、消
費恢復對整個經濟的帶動在逐步增強，但下

半年仍面臨一些風險因素，經濟外部不穩
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國內存在復甦不平衡
的狀態，下階段還要落實好「六穩六保」的
政策措施，促進經濟的穩定恢復。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認為，8
月經濟強勁復甦，受到多重因素推動，既有
洪澇消退後的生產、需求釋放，也有國內外
疫情分化下國內消費和出口的回升，以及前
期政策的滯後反應。往後看，經濟復甦的趨
勢還會延續。
市場普遍預期，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回
升到 5-6%，二季度為 3.2%。宏觀政策上，
專家預計，宏觀調控處於觀望模式，收回已
出的寬鬆刺激措施為時尚早，但下半年繼續
加碼的可能性也較低，今年底可能不會有全
面降準降息。

網購受騙 依法要求退一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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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生活方便快捷，碰上
促銷還能優惠不少。可是網購
也會令不確定的風險增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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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杭州的蔡女士遇見的麻煩
事。蔡女士今年 8 月底在淘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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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手指一按熒幕便會下陷。
蔡女士拿手機到杭州萬象
城蘋果直營店，售後人員給出
的單據顯示，這是一台美版
64G 手機，系統顯示的 256G 記
憶體是經過後期人為擴容更改
的，是一台翻新機。
一開始商家咬定賣的是全
新手機，直到蔡女士將驗機報
告拿出，商家承認是翻新機，
但只願意給蔡女士退貨退款。
蔡女士表示：「我是覺得
你退貨退款回去了，最後你又
要把手機賣給別人，那倒楣的
不是別人嗎，我是需要對商家
有懲罰性賠償。」她找到淘寶
平台，要求懲罰這名賣家。目
前，平台已將這名賣家的相應
商品下架處理。
對此，律師王旭陽認為：「淘寶
商家明知銷售的手機為翻新機，仍然
聲稱全新機並予以銷售，已構成了欺
詐銷售，蔡女士可以依據《消費者權
益保護法》的規定向商家主張退一賠
三的訴求。」蔡女士已提出申訴。
網上評論傾向支持蔡女士，亦有
聲音指出網購平台對商家的管理和檢
查力度不足，淘寶平台的商品過於龐
雜，雖然價格低廉兼有不少優惠，但
部分商品質量及商家信譽上就不如天
貓平台有正品和質量保障。

■機器人煲仔飯 15 分鐘可以取餐。

你吃過機器人做的煲仔飯嗎？它們拜
師 10 位粵港名廚，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便
火速滿師。如今，已成功在廣州、佛山、
台山等地開店迎客。
佛山 2,000 平米的天降王國機器人美食
餐廳裏，煲仔飯機器人是餐廳人氣掌勺人。
目前，機器人還只從師傅們偷師到 7 款不同
口味菜品的煲仔飯。比如，廣式臘味、雙椒
牛肉等人氣單品。工程師們用時半年轉化超
過 150 道程序，提供逾 30 種工藝。
比如揭蓋、加水等兩個動作，需要在第

遭劣評竟報警「狗不理」北京店被解約
近日，狗不理王府井店就博主「谷岳」
發布視頻評論採取不妥行為引發輿論關注。
博主谷岳到北京王府井狗不理總店作食
評，並在網上發布了測評視頻，評價其產品
「價高」「味道欠佳」。
微博賬號「王府井狗不理店」隨即發布
聲明，稱視頻所有惡語中傷言論均為不實信
息，並表示已經報警，將追究傳播者責任。

9 月 15 日，狗不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作
出聲明，解除與王府井店加盟方合作。聲明
中表示，「狗不理王府井店」為 2005 年狗不
理改制前的加盟店並存續至今。集團改制
後，截至目前已陸續收回各地加盟期滿的 80
多 家 加 盟 店 ； 其 中 北 京 原 有 12 家 收 回 11
家，僅存此一家加盟店。
經了解，在未向狗不理集團報告的情況

商
■家態度強硬，並對蔡女士冷嘲熱諷。

機器人大廚 出品正宗煲仔飯
幾分鐘的幾秒添加，加熱到多少度才能保準
鍋巴均勻金黃？這背後是名廚和工程師們長
達 10 個月的磨合，才能穩定烹調水準。
掃碼一份廣式臘腸煲仔飯，下單到取餐
用時 15 分鐘左右。幾近滿座的餐廳內，所
有機器人們一起開工能同時為 600 人提供近
200 種各式菜品，最快可 20 秒即刻出餐。
機器人餐廳如今已經在佛山、廣州、台
山三地開設了 10 家體驗店，正計劃登陸大灣
區其他各個城市。同時，還馬不停蹄向大廚
們學習其他菜系，滿足食客的多元口味。

下，狗不理王府井店面對消費者評價擅自處
理且嚴重不妥，不能代表集團官方行為和立
場。由於該店嚴重違反了集團企業品牌管理
規定和與集團簽訂的加盟協議相關約定，集
團從即日起，解除與該店加盟方的合作。
此外，狗不理集團針對此次事件給社會
帶來的不良影響致歉，並表示將組織旗下所有
加盟店對照網友提出的評價逐一進行自查並嚴
肅整改，提高客戶滿意度；加強對加盟店的管
理，一旦出現類似事件嚴懲不貸。

鑑別翻新機
1、查詢 IMEI 碼。可以上網查詢 IMEI
碼的使用時間和出廠時間。
2、查看入網許可證真偽。
3、檢查機身上有無拆開痕跡，螺絲上
是否有明顯的劃痕。
4、開機看是否有使用過的記錄，如通
話記錄、通訊錄、簡訊、照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