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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 供应住宅用地1149公顷

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2 万元
昨天上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
总队发布了《北京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
）。
2018 年，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6.6%；
全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2 万元，比上年实际增
长 6.3%，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比上年提高 100 元……
过去的一年，全市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城市建设
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社会
民生呈现新气象。

去年 GDP 超 3 万亿元
同比增 6.6%
初 步 核 算 ，去 年 全 年 本 市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30320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6%。按
常住人口计算，
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4 万元。
全年实现新经济增加值 10057.4 亿元,按现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9.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3.2%，
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全年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6976.8 亿元，
按现价
计算，比上年增长 9.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3.0%，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现增加值 4893.4 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 9.2%；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6.1%，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
分点。信息产业实现增加值 4940.7 亿元，按现价计
算，增长 14.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6.3%，比
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信息产业三者有交叉）。

每平方公里 1313 人
常住人口密度同比减 10 人
《公报》指出，全市常住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去
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154.2 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 16.5
万人。其中，
常住外来人口 764.6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 35.5%。
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1863.4 万人，占常住人口
的比重为 86.5%。常住人口出生率 8.24‰，死亡率
5.58‰，自然增长率 2.66‰。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
公里 1313 人，
比上年末减少 10 人。
在常住人口构成方面，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41.4
万人，占比为 11.2%；0-14 岁人口 226.6 万人，占比为
10.5%。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比上年上涨 2.5%
去年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2361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9.0%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后 ，实 际 增 长
6.3%。 全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9843 元，比
上年增长 6.5%。
在价格方面，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
涨 2.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9%，非食品价格上涨
2.4% ；消 费 品 价 格 上 涨 1.8% ，服 务 项 目 价 格 上 涨
3.5%。
全年实现市场总消费额 25405.9 亿元，比上年增
长 7.4%。其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实现网上零

售额 2632.9 亿元，增长 10.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 22.4%。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 1.9%
去年全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小幅波动，二手住宅
价格稳中有降。12 月份，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上涨 1.0%，
同比上涨 2.3%；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
降 0.2%，
同比下降 1.9%。
年末全市房屋施工面积 12962.6 万平方米，比上
年末增长 2.8%。全年房屋竣工面积 1557.9 万平方
米，
增长 6.2%。
2018 年全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273.3 公
顷。其中，住宅用地 1149 公顷（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
用地 344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 91.4 公顷，商服用地
181.3 公顷，
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 851.6 公顷。

3.5 亿人次逛北京
旅游总收入 5921 亿元
去年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 3.1 亿人次，比上年增
长 4.6%。国内旅游总收入 5556 亿元，增长 8.5%。接
待入境旅游者 400.4 万人次，增长 2.0%。其中，外国
游客 339.8 万人次，增长 2.3%；港、澳、台游客 60.6 万
人次，增长 0.1%。旅游外汇收入 55.2 亿美元，增长
7.5%。国内外旅游总收入 5921 亿元，增长 8.3%。全
年经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游人数 510.9 万人次，下降

尾随女子入户抢劫嫌犯受审
去年，一段女子遭遇入室抢劫时机智自救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称为“教科书式自救”。视频中，女子与犯罪嫌疑人谈心，提出可以帮
助对方，
并转给其 6500 元。最终，
抢劫者平静离开，
女子毫发未伤。
出人意料的是，
男子在离开后不久又进入另一女子家中实施抢劫，
并以暴力、
威胁手段索要钱款 7000 余元，
而且拍摄了被害人身份信息
等照片，
以此威胁不许报警。昨天上午，
上述案件涉事男子胡某在通州法院受审。

被尾随抢劫
女住户机智谈判自救

蹊跷
多公交车司机
“剐蹭”
同一辆出租车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公交司机彭师傅驾驶公交车
在朝阳区安慧桥西准备进站时，
与一辆出租车发生剐
蹭。由于是公交车全责，彭师傅选择“私了”，赔偿出
租车司机张某 2800 元。
当他将自己的遭遇讲给同车队的王师傅听时，
没
想到其也与同一辆出租车发生过相似事故。
2018 年 9 月 1 日，
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朝阳区检察院指控，张某在 2016 年 8 月至 2018
年 8 月间，驾驶出租车与公交车发生 19 次事故，敲诈
勒索公交车司机钱款共计 44400 元。

在社会保障方面，去年年末本市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为
1591.5 万人、1628.9 万人、1240.7 万人、1187 万人和
1104 万人。
年末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障的人数为 209 万人，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 390.8 万人。全
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6.7 万人，享
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 3.7 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较 2017 年上涨了 100 元。
文/本报记者 张钦

社会保障相关待遇标准（元/月）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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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

1536

1292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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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2120

2000

出重拳整治
养老行业
“保健”
乱象
昨日，北京市民政局印发《北京市整治养老行业
“保健”市场乱象，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方案》
（以
下简称《方案》
），重拳出击，明确了养老行业“保健”乱
象的具体整治范围、内容和具体措施，以严厉打击虚
假宣传、虚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
序行为及欺诈老人等各类违法行为。

重点检查老年人常用保健食品
《方案》提出将重点针对四个类别进行整治。
首先是夸大产品效果和功效，特别是声称可以辅
助缓解病痛、提高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具有降血
糖、降血脂、降血压和改善睡眠、增加免疫力、增加骨
密度、促进消化、通便等辅助功效的产品，其中老年人
常用的保健食品作为重点检查类别。其次是假借介
绍保险产品名义，向老年人推销基金、信托、第三方理
财、P2P 网络借贷、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非保险金融
产品，以“保本高收益”引诱老年人出资购买等行为。
此外，超出经营范围违规经营售卖医疗器械、医疗用
品的行为，以及其他损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如“以房
养老”诈骗、出售或泄露老年人信息及隐私等等，都将
纳入重点整治范围。
《方案》要求各级民政部门以大型社区、城乡结合
部、人员密集的街道（乡镇）、村居为重点区域，以服务
对象为老年人、从事养老照料服务的各类养老服务机
构作为整治重点场所，尤其是具备开办讲座条件的经
营性场所或活动场站。
胡某表示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并向两位被害人道歉。图为庭审现场

曾因抢劫罪获刑
当庭辩称作案是
“临时起意”
2015 年，刚刚年满 18 岁的胡某就因犯抢劫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3年。
昨天上午，
胡某在法庭上表示，
作案当天，
他闲逛
时看到有女子独行进入小区，便跟了上去。对于公诉
机关所指控的胡某殴打张女士的犯罪情节，
胡某表示
否认。
“我根本没想过伤害她们。
”
他说，
张女士的伤只

摄影/本报记者 郭谦

是推门时不小心磕的。胡某还表示，
已经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
想向两位被害人道个歉。
公诉机关认为，
胡某两次入户采取暴力威胁手段，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抢劫行为，
涉嫌
抢劫罪。且在上一次刑罚后，
5 年内胡
某再次犯案，应从重处罚，建议对胡某
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14年，
并处罚金。
该案当庭未宣判。
扫描二维码
文/本报记者 叶婉 白龙 看庭审现场

的哥两年 19 次
“碰瓷”
公交车
两年“碰瓷”公交车 19 次，出租车司机张某昨天
上午在北京朝阳法院出庭受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至 1000 元

行动

案讯

2018 年 7 月 17 日 下 午 5 时 许 ，周 女 士 下 班 回
家,刚打开门，尾随其后的胡某顺势推门进来，将她堵
在屋里。
根据周女士家的监控录像显示，
胡某一进屋就要
周女士拿出两万块钱。周女士见状耐心与其周旋，
并
提醒胡某自己家中有摄像头，
老公可以随时查看家里
的情况，且已经下班马上到家。但胡某坚持表示“不
拿到钱就不会走”
。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你是不是家里有急
事？你告诉我看能不能帮你。”周女士一边表示自己
可以给胡某转钱，一边询问道。随后，胡某坐下来称
自己也是走投无路。
“你保证不会做伤害我的事，你看着我的眼睛
说！我转给你钱帮助你渡过难关，
我可不想看到你再
伤害我。
”
在得到胡某肯定的答案后，
周女士将支付宝
内的 6500 元全部转给了胡某。
“你有钱就还给我，没
钱就当这钱是姐借给你的。”最终，在周女士的劝说
下，
胡某离开了周女士的家。
这段视频，
最终成为了通州警方抓捕胡某的有力
线索，
也被网友们成为
“教科书式自救”
。
当日晚 7 时许，胡某又尾随张女士进入其家中，
并采用威胁、殴打、拖拽等手段向张女士索要钱财，
致
张某右眼球钝挫伤、右眼睑淤血，
经鉴定为轻微伤。
后张女士被迫向胡某支付宝账户转账 7097 元。
同时，胡某拍摄了张女士身份信息等照片，以此来威
胁张女士不许报警。
2018 年 7 月 18 日 3 时 50 分许，胡某在北京市朝
阳区某宾馆被抓获。通州检察院指控，2018 年 7 月
17 日下午 5 时，
胡某尾随通州某小区居民周女士闯入
其家中，
并反锁房门向周女士索要钱款。周女士被迫
向胡某支付 6500 元。两小时后，胡某又尾随通州另
一小区居民张女士进入家中，
并以威胁暴力手段向张
女士索要钱款 7000 余元。

0.1%。
全年实现邮电业务总量 2151.4 亿元，
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 66.2%。其中，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397.9 亿元，下降 5.1%；电信业务总量 1753.5 亿元，增
长 1 倍。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故意造成交通事故，
利用公交司机害怕被公司处罚的心理索要财物，
构成
敲诈勒索罪，
建议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至两年
六个月，
并处罚金。

真相
利用交通法规
“碰瓷”害怕败露辞职
在庭审中，
张某称，
在公交车并线时，
他会主动贴
近“不让道”，甚至加速以每小时 50 公里左右的速度
径直往前开。停车后，张某一般会主动报警，而根据
交通法规，
这种情况下并线车辆被判定为全责。
“我从
来没有考虑过公交车里还有乘客。
”
张某称。
当审判长提问
“你为什么选择公交车为目标”
时，
张某称，
选择公交车作为
“碰瓷”
目标主要是因为公交
车司机大多会主动要求
“私了”
。

案卷显示，被“碰瓷”的公交司机称，发生这样的
事故确实是公交车全责，
如果按照正常途径走车队保
险，
司机不但会被停驶、参加安全教育学习，
还可能影
响绩效和年终奖。
所以，
面对张某
“你全责，
认不认”
的追问，
公交司
机往往妥协选择
“私了”
。张某称，
根据现场情况，
“私
了”
的数额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按照出租车公司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后要主动上
报，但张某从未上报过。当事情逐渐传开后，害怕事
情败露的张某从出租公司辞职。
张某辩护人认为，张某无违法犯罪前科，由于文
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酿成犯罪，张某家属代为退
赔了被害人损失，
建议法院判处缓刑。
昨天上午 11 时 15 分许，
审判长宣布休庭。
此案未当庭宣判。
文/本报记者 赵加琪

虚假宣传将被严惩
《方案》提出，各级民政部门将以老年人保健品及
广告宣传中存在的虚假、夸大等突出问题，以诱导、免
费体验、举办会议、健康讲座、专家义诊、赠送礼品、组
织旅游等形式销售保健品的行为为重点检查内容。
上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损害老年人权益的
行为：冒用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标识宣传治
疗功能产品、违法添加药物等违法行为；以“会议营
销”、
“有奖促销”和“销售返利”等形式违法销售保健
品的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利用国家机关、医疗单位、
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或以专家、知名人士、医务
人员和消费者的名义，对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行为；违规直销和非法传销行为；以老年人
为目标违规售卖保险理财产品的行为；承诺还本付
息，以办理“贵宾卡”、
“会员卡”、
“预付卡”等名义，向
老人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非
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经营使用无证医疗器械、未
经许可（备案）从事经营医疗器械、体验式非法销售医
疗器械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建检查台账拉网式排查
《方案》指出，各级民政部门要制定检查计划，确
保做到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全覆盖，对经营单位认真
排查，对不具备经营资质、售卖含有虚假宣传功效保
健品产品等违规行为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同时还要
建立检查台账，对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拉网式排
查。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赵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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