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中国A14 2020-01-15 星期三·视点 96369 8457123责编:陈玉亮 主任:冶永刚 责校:卢衍溪 热线: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项目组最新编写的《2019中药
资源普查年度报告》，截至 2019年底，中
药资源普查工作已在全国 31 个省份的
26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开展，发现
了约 100个新物种。

报告显示，在这些新物种中，初步
分 析 有 近 60％ 的 物 种 有 潜 在 药 用 价
值。普查还有不少新发现，包括新分
类群、新记录、新认知等，例如，发现
了兰科新属先骕兰属和荨麻科新属征
镒麻属。

报告说，截至目前，基于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汇总到全国近
1.3 万种野生药用资源的种类、分布等
信息，总记录数约 2000万条。中国药用
植物特有种为 3150种，特有种最丰富的

是西南地区。基于 100多万个样方的调
查数据，可以估算《中国药典》收载 563
种中药材的蕴藏量。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物
质基础，国家高度重视中药资源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工作。自 20 世纪 80 年
代 第 三 次 全 国 中 药 资 源 普 查 完 成 以
来，随着中药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加，我
国中药资源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亟
须“摸清家底”。

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 2011
年开始陆续开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
中药资源调查工作。2018 年 6 月，第四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全面启动实施，
2019 年开展了 531 个县的普查工作，计
划于 2020 年完成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
外业调查工作。 据新华社电

一对医生夫妇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
给突然晕倒的老人做心肺复苏，引发网友
纷纷点赞。1月 13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妻
子田夏秋医生，她告诉记者，当时看到老
人倒地后，夫妻俩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施
救，事发当天临近他们婚礼一周年纪念
日，感觉很有意义。

看升旗遇见老人晕倒第一
时间冲过去

记者了解到，这对施救的医生夫妇是
田夏秋和钱小松，田夏秋是北京安贞医院
心外危重症中心的医生，她的丈夫钱小松
是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施救当
天原本是带来北京一起过年的婆婆去天
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的。

田夏秋说：“1月 11日 7时 15分左右，
我搀着婆婆往里面走想找个好地方，一扭
头发现侧面不远处有一位老人突然晕倒
在地上。”出于医生本能，田夏秋立即赶到
老人旁边，在另一侧的丈夫钱小松也跑来
帮忙。经过观察，田夏秋和钱小松判断老
人当时意识丧失，有呼吸心跳骤停的表
现，需要立即心肺复苏。

夫妻二人轮流进行心肺复
苏十几分钟

随后，田夏秋和钱小松立即开始轮
流为老人做心肺复苏。田夏秋告诉记
者，他们先将老人仰头抬颏，开放气道后

开始心肺按压。
刚开始老人完全没有意识，按压了

一段时间后，老人好像有了些反应，嘴
里发出一些声响。田夏秋再次判断老
人的意识、呼吸和循环时，发现老人还
是处于心跳骤停的状态，所以他们一直
在做心肺复苏。

田夏秋回忆，他们轮流按压了三四个
来回，大概有十几分钟，直到救护车赶到
现场才停止，救护车离开几分钟后，升旗
仪式就开始了。

想让普通人也掌握基本的
急救技能

田夏秋和丈夫钱小松是大学同学，两
人在老家办婚礼的时间是 2019 年农历腊
月十八，而 2020 年 1 月 11 日正好是腊月
十七。“我婆婆说，正好是在婚礼纪念日前
一天干了这么件好事。”

田夏秋告诉记者，这一次的施救并不
是偶然，医院定期会有专门的培训，也会
针对特定情境进行模拟，而自己是心外危
重症中心的医生，平时类似的工作做得比
较多，所以也习惯了。

同时，田夏秋表示：“医院也会到高
校、社区进行急救技能的普及。经过培
训，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掌握基本的急救技
能，这样在关键时刻或许能救人一命。”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 14 日发布消息，因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小幅波动，按现行国
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不作调整。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每 10 个
工作日为一个调价周期。国家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说，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国
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
小幅波动，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
测算，2020 年 1 月 14 日的前 10 个工作

日 平 均 价 格 与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前 10
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比，调价金额每吨
不足 50 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第七条规定，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
调整，未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
冲抵。

这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石
油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据新华社电

钱都花在哪了
2019年，北京市民李先生在交通出行

上的支出高达 3 万余元。“一开始看到这
个数字我很惊讶，后来浏览了自己的账
单，发现除了出差、旅游、回家探亲等出
行支出，打车花的钱最多。”他说。

李先生的工作不需要一早到单位“打
卡”，上午 10 时，当道路交通的拥挤程度
有所缓解后，他拼车去单位。9 公里的路
程，花费不到 15 元。他说，移动支付给他
的出行带来了更多舒适和便利。

来自浙江杭州的万女士去年将 4.8 万
元花在“吃吃喝喝”这一项目上，她说，自
己不愧为一名幸福的“吃货”。

如今，移动支付为消费需求提供的便
利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网
购、点外卖、扫码支付、刷码乘车……无一

不是高度依赖移动支付。中国支付清算
协会发布的《2019 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
调查报告》显示，移动支付与居民日常生
活消费深度融合，购买生活品、缴纳公共
事业费和公共出行支付的占比最高。

微信支付数据显示，政务是 2019 年
微信支付增速最快的项目之一，全国有 3
亿用户可通过公众号、小程序、城市服务
等多种缴费渠道缴纳社保费；公共出行方
面，全国已有 431 座城市的市民能享受智
慧出行体验，每分钟超过 10 万人出行使
用微信支付，早高峰时期超过 600 万人同
时使用微信支付刷码乘车。

为什么花得越来越多
“15 万元？我什么时候花了这么多

钱？”看完支付宝年度账单，北京市民马
女士蒙了，像她一样对账单感到困惑的用

户不在少数。
支出数据超出预期，一方面是由于今

年支付宝将总消费的概念调整为总支出。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支付宝账单
比去年增加了投资理财、金融保险、人情往
来、公益慈善、转账充值几个板块，因此大
家看到的年度总支出金额较往年高。

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给消费者带来更
好的消费体验，加速了消费者的决策行为。

“付款越来越便利，钱变成了一串数
字，有时候花完钱自己都没有感觉。”马
女士说，几年前她还在用现金或银行卡付
款，现在不论是网购还是线下付款都离不
开移动支付了。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报告显示，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移动支付中单笔支付金
额 500 元到 1000 元的用户占比提升了近
22 个百分点。用户对移动支付的信任有
所提升，愿意使用移动支付作为更大金额
的支付工具。

支付逐渐“无感化”的同时，支付群体
也在不断拓展。虽然中青年群体仍然是移
动支付的“主力军”，但与其他年龄段用户
占比的差距正在缩小。2019年，41岁至 50
岁及 51岁以上用户占比分别达到 22.6％和
11.3％。

此外，“小镇青年”这一群体也在凭借
旺盛的购买力逐渐成为消费的新主力。
要客研究院与京东发布的《2019中国小镇
青年奢侈品消费报告》显示，18岁至 38岁、
生活在三线至六线城市、有一定经济实力
和生活品质的人群成为新兴购买群体。

移动支付水平提升
意味着什么

来自辽宁的 60 后张先生上个月购置
了扫地机器人，解放了双手。“上世纪 80

年代家家购买洗衣机、冰箱、电视‘三大
件’，如今反而是这种小电器能带来很大
满足感。”他说。

移动支付水平提升的背后是我国消
费者消费观的改变。“一分钱一分货”不
再是人们消费的唯一衡量，对物质层面的
追求正逐渐向追求精神满足、增添幸福感
转化。

苏宁金融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国
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居民消费升级
报告（2019）》显示，智能家居产品成为流
行趋势，美妆护肤品也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此外，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交
通通信等领域的消费品质也呈现出颇为
明显的升级优化态势。

除了消费观的转变，我国消费者的消
费空间也在变得更加广阔。随着我国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更多消费品变得触手
可及。澳大利亚的麦片、新西兰的牛奶、
法国的牛肉、西班牙的火腿……这些在进
博会上展出的优质食品正进入千家万户，
被端上老百姓的餐桌。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移动支付促进消费增长，主要体现在增
强消费意愿、扩大消费范围和提高消费
能力等三个方面。移动支付打破了线下
支付的时空约束，消费习惯和消费范围
大大改变。部分移动支付工具还有消费
信贷功能，提前释放消费需求，增强提前
消费能力。

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最终
消 费 支 出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60.5％，比上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且明
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
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经济增长
的首要动力。 据新华社电

年度账单来了，你的钱花在哪了

中药资源普查发现约百个新物种
近六成有潜在药用价值

老人晕倒
医生夫妇轮流做心肺复苏

汽柴油价格本次不调整

2020 开年，各类年
度账单纷至沓来。其
中，支付宝等支付机构
出具的年度账单令不少
用户大吃一惊——“怎
么花了这么多钱？”“钱
都花在哪了？”事实上，
账单数据增长的背后是
移动支付的便利化、支
付场景的拓宽、支付群
体的拓展，同时也折射
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
提升和消费市场规模的
不断扩大。

1 月 14 日，百色工务段白水河桥隧工区班组工长王勇（右一）和同事在处理危
石。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公司百色工务段白水河桥隧工区，有一支由 14 名工人
组成的班组。他们长年像“爬山虎”一样行走攀爬在地形险峻、云雾缭绕的高山
上，负责南昆铁路辖区路段的搜山扫石工作，清除一切可能危害铁路行车安全的
因素，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