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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海岛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发布

2020年实现“四新”保护目标
我国海岛逾1.1万个，浙江、福建、广东数量位居前三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记
者刘诗平）国家海洋局最新发布
的首个海岛统计调查公报显示，
我国共有海岛11000余个，浙江、
福建、广东海岛数量位居前三。

国家海洋局发布《全国海岛
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指出，到
2020年，实现“四新”目标——海
岛生态保护开创新局面、海岛开
发利用跨上新台阶、权益岛礁保
护取得新成果、海岛综合管理能
力取得新进展。

国家海洋局首次发布的海岛
统计调查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
底，我国共有海岛11000余个，海
岛总面积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
0.8％。海岛分布南方多、北方
少，近岸多、远岸少。

公报指出，我国已初步建成
国家、省、市、县四级海岛保护规
划体系。从2010年起，国家持续
推进受损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工
作。截至2015年底，中央财政累
计投入资金约36亿元，地方投入
配套资金约26亿元，企业出资约
3亿元，用于支持海岛生态整治修
复项目169个。

同时，海域海岛地名普查工
作顺利完成。无居民海岛开发利
用管理方面，截至2015年底，共
批准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16个，
用岛总面积约1666公顷，应征收
海岛使用金约5亿元。

海岛生态保护
尚需加强，生态破
坏事件仍时有发
生，部分典型生态
系统退化严重

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统筹谋划、系统
部署、协调推进的长
效机制，广泛动员各
地和社会力量，推进
规划实施

海岛保护与管理尚存 5大问题
海岛分级保护和

管理体系尚需完善，
一些地方海岛管理能
力和力量不足，保护
合力尚未形成

海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尚需提升，海岛开发利用约束和
引导不够，历史遗留用岛还没有
纳入有效管理，高品质、精细化海
岛开发利用方式尚未形成

部分领海基
点所在海岛稳定
性受到威胁

海岛业务支撑能力
尚需提高，法律法规及
标准体系仍需完善，海
岛资料系统性不够，基
础研究不深入

海岛工作要实现“四新”目标

海岛综合管理能力取得新进展。基
本构建海岛保护的约束与引导制度体
系，海岛生态监视监测能力大幅提升，促
进海岛工作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海岛生态保护开创新局
面。逐步形成分级分类海岛
保护制度，将 10％的海岛纳
入国家海岛保护名录

海岛开发利用跨上新台
阶。培育一批宜居宜游海岛，
探索形成旅游、渔业等海岛生
态开发利用模式

权益岛礁保护取得新成果。在
“十二五”期间已选划的22个领海基
点保护范围基础上，再完成51个领
海基点保护范围的选划

确保规划顺利实施的5方面保障措施
推进宣传教

育，在全社会营造
保护海岛、爱护海
岛的氛围

增强多元投入，建立多渠
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充
分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积极推广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和鼓励
社会资金参与海岛保护

强化队伍建设，
提升海岛管理与研究
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创
新能力，形成一批支
撑海岛保护与管理的
人才队伍

深化军民融合，
建立健全海岛保护与
利用军民融合协调机
制，研究废弃国防用
途海岛及其设施转为
民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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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族 忘财族 理财族

你属于哪个族？
迈 入 2017

年，一大波年终
奖扑面而来，心
里说不出的美；
但春节期间，各
种红包、压岁钱
又要产生一大笔
开支，也平添烦
恼。不少人都在
苦苦思考，如何
让钱袋子鼓一
些。日前，社科
院发布了一份报
告，把工薪收入
者分为月光族、
忘财族和理财
族，快来看看你
到底属于哪个
“族”吧！

月光族的消费理念是“挣多少，花
多少”，这个非常注重消费的人群，基本
没有工资盈余。“年轻”是这一“族”最突
出的特征，多分布在20岁至35岁。

月光族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因，
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甚至“入不敷
出”，没有多余资金进行其他经济活
动。简言之，就是没钱，吃土。而另一
种成因则是工资收入较高且没有后顾

之忧，不需要留存多余资金。换言之，
就是有钱，任性。

但不管是哪种月光族，他们普遍理
财意识薄弱。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发布的《国人工资报告》显示，我
国月光族盈余工资只10%，有的甚至
不 10%，有超过半数人没有理财规
划。

报告把月光族分为两类，一类

没有可以进行理财规划的资金，其
中 82.11%的月工资在 3000 元及以
下，接近 95%月工资不足 5000 元；
另一类对生活压力感知不明显，没
有理财的习惯，注重消费。

月光族最大的开销是日常生活的
吃、穿、用等，远超于其他方面。其中女
性约占七成，主要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城
市，占比过半。月光族呈现年轻化的特
点，其中80后、90后占比超过70%，以
普通工人、普通职业、在校学生为主。

忘财族，说白了，就是常常忘记理
财的一群人。不同于月光族，这群人

“一分一分地挣钱，却一百一百地花
钱”，明明有不少盈余工资，却没有理财
习惯，很多人对于理财的收益不是很敏
感，剩余工资闲置。

《国人工资报告》显示，忘财族工资
盈余在10%以上，但没有进行理财规

划。忘财族的月工资在3000元及以
下、3000-5000元、5000元以上的各占
约1/3，他们将资金闲置主要原因是认
为钱不多，用来投资也没什么收益，没
有理财习惯和需要保持资金流动以备
不时之需。

80后是忘财族的主要群体，占比
45.93%，以普通职员、普通工人和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为主。忘财族的工资主要用
于吃、穿、用、住、学上面，风险承受能力较
弱，低风险承受能力者居多，占比近四成。

但忘财族每月是有工资盈余的，
且盈余比例超过30%的占比为43%，
如果忘财族考虑理财，更倾向于熟人
推荐的理财资讯，除储蓄之外，会选
择银行理财、房地产投资和互联网理
财。对于互联网理财方式，忘财族更
看重其操作灵活，担心网上诈骗。

理财族，顾名思义，可以将盈余
部分进行有效理财规划，注重收益。
理财族的收入分布并无明显特征，从
低收入到高收入均可选择适用的理
财方式。

报告显示，理财族的工资盈余在
10%以上，能够合理安排消费，而且会
进行理财规划，提升未来消费能力。这
群人约七成在经济发达的一二三线城
市，不少人是80后、90后，风险承受能
力较忘财族有所提高，中等风险承受能
力占比为1/3。

理财族除银行储蓄外，更偏向于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保险和通过互联网平
台理财。看中互联网理财方式的操作
灵活、门槛低、收益较高等特点。

这么看来，无法有钱任性，又渴望
攒钱买车买房的小伙伴，还是努力做
个理财族吧。其实，针对当下的工薪

一族，银行理财和互联网理财都在积
极推出相应的金融服务。工商银行推
出了产品“薪金溢”，广发银行创新了
薪管家服务，民生银行则打造了薪资
理财计划……这些服务和产品可以盘
活客户零散工资，转为可随时支取的
定期储蓄或理财产品，有的银行还对
风险承受能力较高的客户推出了基金
定投产品。

随着利率下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下降明显，互联网理财方式因其不断创
新逐渐被接受。不少80后、90后将工
资盈余部分放入理财通、招财宝等互联
网理财平台。

社科院的报告显示，在90后的理
财方式中，互联网平台理财的比例已超
过银行理财。腾讯理财通的数据显示，
通过工资理财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3岁
至39岁，其中23岁至29岁年龄段占比

超过40%。
专家建议，在选择工资理财产品

时，首先要注意产品是否操作灵活、方
便支取。无论是银行渠道自动转为定
期储蓄，还是互联网平台投向货币基金
的工资理财服务，操作起来都是相当方
便灵活的，大多数产品也能做到随时赎
回，随时支取。

其次，选择大的理财机构和平台，量体
裁衣。工资理财一般针对闲散资金，大平
台的对接产品相对丰富，能够提供广泛的
选择，至于选择货币基金、定期理财、保险，
还是定投指数基金，客户可根据自身风险
偏好进行选择。

此外，收益固然要兼顾，但风险更
重要。在不影响自身资金流动性需求
的前提下，投资者可考虑选择风险较低
的长期投资，以时间换空间，积少成多，
规避短期市场波动风险，获取更稳健、
可观的收益。 记者吴雨

（新华社2月2日新媒体专电）

月光族 低盈余 重消费

忘财族 有盈余 不规划

温州文成县民房倒塌
9人被埋，2人被救出后死亡

新华社杭州2月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陈
晓波）记者从浙江有关部门获悉，截至2日下午
3点35分，温州市文成县民房倒塌现场共搜救
出被困人员2人，均无生命体征。

2日下午3时28分，文成民房倒塌现场搜
救出一男一女两名被困人员。现场专家立即对
其进行会诊，随后两人被抬至120急救车送往
医院，已无生命体征。

2日上午8时许，文成县百丈漈镇外大会村
四间四层半民房突然倒塌，初步统计共有两户
9人被埋。

截至目前，共有公安、消防、武警、民兵、乡
镇干部等300余名救援力量持续投入救援，搜
救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2017年：

你会在哪些方面
升级消费？

据新华社南京2月2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潘晔 赵久龙）“正月初五迎
财神，八方财宝进家门。”年俗里蕴含
着人们绵延千年的美好心愿。近年
来，随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蒸蒸日
上，“买买买”也在更新换代，人们的
消费水平也在悄悄地升级。

前不久，全球知名管理咨询公司
麦肯锡面对面访谈了来自国内44座
城市、从18岁到65岁覆盖各个年龄层
次的1万名中国消费者，形成了《2016
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该报告认
为“中国消费者正在向现代化升级”。

趋势一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
地寻找新的赚钱门路，时间、空间、智
慧、闲置物品等也可以拿出来分享，并
且从中获利。“共享经济”已逐渐深入人
心，并且培养着人们新的消费习惯。

趋势二 追求健康生活，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共识。消费者越发注重健
康饮食，有意识地定期体检，并且更
愿意运动。人们更加看重形体美，男
性要减肥增肌、女性要减肥塑形。“马
甲线”“人鱼线”等健身热词频上热搜
榜，普通民众的健美意识越来越强，
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

趋势三 规划未来、家庭投资越来
越受到重视。中国消费者更加重视
对未来的家庭规划，比如，父母会
重点投资跟孩子相关的领域。
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指出，有超
过三分之二的消费者认为，
逛街、吃饭、购物是与家
人共度时光的最好方
式，去既能购物又能
吃饭还能娱乐的购
物中心，可以满
足全家人的休
闲需求。

“海洋六号”驶离南极半岛波特湾海域。
当地时间2月1日上午11时，执行中国第

33次南极科考任务的“海洋六号”科考船完成
全部多道地震调查任务，开往附近海域避风，标
志着我国第33次南极科考中“海洋六号”所担
负的任务基本完成。

本次“海洋六号”南极科考，是自1990至
1991年我国首次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球物
理调查后第二次南极海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科
学考察。

“海洋六号”综合调查船是由我国自主设
计建造，集地震、地质调查等多项调查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它计划2
月初离开南极半岛海域启程返航，今年4月
返抵广州。

新华社记者 王攀 摄

“海洋六号”完成
全部多道地震调查任务

英国下院投票支持
授权首相启动“脱欧”

新华社伦敦2月1日电（记者桂涛 梁希
之）经过两天辩论，英国议会下院1日晚投票决
定支持政府提交的“脱欧”法案，授权首相启动

“脱欧”程序。这意味着英国向正式开始“脱欧”
又迈进一步。

当晚，英国下院在执政的保守党和反对党
工党大部分议员的支持下，以498票支持、114
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表决支持“脱欧”法案。

按程序，“脱欧”法案要最终具备法律效力，
还需经下院委员会提出修正案，并在未来几周
由上院表决通过。

英国最高法院上月就“脱欧”程序案作出终
审宣判，要求政府在启动“脱欧”前须经议会批
准。政府随后向议会提交一份简短法案，寻求
议会批准政府如期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
正式开始“脱欧”。

英国政府此前表示，将在3月底前启动“脱
欧”程序。

2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新任美国国
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中）宣誓就职后发表讲话。

美国国会参议院1日以56票赞成、43票
反对的结果，通过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雷克斯·蒂
勒森为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现年64岁，1975年进入埃克森美
孚工作，从2006年起担任该公司首席执行
官。他曾大力推动美企对俄经贸、能源合作，被
克里姆林宫授予俄罗斯友谊勋章。2014年，蒂
勒森还就美欧因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制裁提出
不同意见。

去年12月13日，特朗普宣布选定埃克森
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勒森为国务卿。

新华社/美联

美参院批准
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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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族 有盈余 重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