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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发布2015年全民账单，人均年支付最高地区超10万

滨滨州州人人均均网网络络支支付付额额全全省省第第1100

山东位居全国土豪五省之后

支付宝2015年全民账单显
示，2015年，按省级行政区划分来
看，上海人均支付金额排名全国
首位，达到104155元，成为首个人
均支付突破10万元的省级行政
区，浙江省以94192元排第二，北
京、江苏和福建分列3-5位。作为
经济先导地区，上海人均支付破

10万标志着网上人均支付开始迈
入“10万时代”。不少网民感叹，

“不知不觉中，支付宝将自己炼成
了土豪”。

从支付总额来看，山东位居
全国第六位，人均支付金额为
38590元，在全国位于12位，青岛
在全省排名第一，人均网络支付

金额为55844元，而滨州的人均网
络支付金额在全省排名第10位，
平均为31185 元，支付笔数同比
增长55%。山东省共有8个县进入
全国人均支付百强县，其中青岛
即墨市排名最靠前，为第38名，滨
州并没有入选的县域。

1月12日，蚂蚁金服正式对外发布2015年支付宝年账单，作为观察个体和全民的网络新经济转型、社会生活热点和消费
方式变迁的不变窗口，2015年，账单告诉你，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从支付总额来看，山东省支付总额位于全国第六，滨州
人均网络支付金额位居全省第10。

90后与80后成

理财中坚力量

支付宝2015年全
民数据显示，参与招财
宝和余额宝的理财用
户，人均获得256 . 7元
的收益。这批理财大军
中，80后理财人群占比
40 . 6%，90后理财人群
占比37 . 3%，可见90后
与80后一起成为互联
网理财人群的中坚力
量。在90后用户中，学
生群体崛起迅猛，18-
22岁的中学生和大学
生用户的占比达到近
20%。每5个互联网理财
用户就有1个是学生，
可见学生理财的流行。

在城市理财人均
收益 t o p榜上，山东东
营、青岛等4个地市进
入前50名，滨州并不在
5 0 名之列。从总体来
看，在农村，理财意识
较强的还是农村新青
年，农村30岁以下理财
人数占了66 . 3%，而城
镇占62 . 5%。农村男性
更具有理财意识，而城
镇里却是女性比男性
更具有理财意识。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潍坊男人发红包居全国第五

全民账单数据显示，2015年，
发红包最豪爽的男人来自漳州和
杭州，去年分别人均发了1477元
和1433元红包，紧随其后的是莆
田、温州和潍坊。从人均金额上

看，三四线城市发红包普遍比大
城市阔绰。

年度账单统计显示，去年，用
户在七夕节发出520或1314元红包
的数量，是西方情人节的2倍，说

明中国人更看重传统节日。在这
些情人节红包中，71 . 9%由男人发
给女人；而有19 . 1%是女人发给男
人；其余的有6%是女人给女人发，
3%是男人给男人发。

东营人均打车笔数全省最高

支付宝全民账单数据显示，
2015年，用户的餐饮消费(不含外
卖)，平均每笔支出36元。吃货云
集最多的是上海，其后是北京、杭
州、武汉。

在各色各样的餐饮小吃中，
黄焖鸡米饭力压兰州拉面和沙县
小吃，成为新一代最受欢迎的国
民料理。去年上过头条的“青岛大
虾”，在青岛的行情其实一般，消

费总笔数显示，大虾反而在重庆、
合肥和杭州最畅销。

随着O2O的普及，便民支付
同比增长，转账支付笔数同比增
长157 . 7%，信用卡还款支付笔
数同比增长89 . 5%，缴费支付笔
数同比增长99 . 9%，通讯支付笔
数同比增长124 . 4%。出行方面，
去年全国人民平均每次打车的
花费为20元。在早高峰中，沈阳、

青岛、天津的上班族最爱用手机
打车；而在夜间，广州的90后打
车笔数全国居首。根据打车出行
消费 t op榜(按人均笔数排名)，
东营人均消费笔数全省最高。

整体上看，移动支付作为新
经济的一种方式，正在快速渗透
到人们的生活，而且覆盖区域也
逐渐从一线城市逐渐向二、三线
城市延伸。

滨州市技术学院与韩国龙仁松潭大学建立友好学校

双双方方有有望望多多专专业业联联合合培培养养学学生生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崔志勇) 为了顺应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加强
中韩两国教育合作交流，培养具有
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12
日，滨州市技术学院和韩国龙仁松
潭大学展开交流与合作，建立友好
学校。计划在汽车、学前教育、美容
美体等多个专业上进行合作办学。

据了解，龙仁松潭大学是韩国
的一所私立专科大学。开设了广播
影像制作、流行服装设计、汽车机
械、数字电子、老人福祉、幼儿教育
等专业。这与滨州市技术学院的专
业设置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为双方
联合培养学生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和基础，会议现场，双方同意建立
友好合作关系并签订友好关系备

忘录，根据协议要求：成立由两校
工作人员构成的专门合作机构，
全面领导并负责落实双方的合
作；两校互派教师级行政人员访
问和交流；每年举行一次学术交
流活动；双方合作开展诸多专业
学生的培养，在招生、专业和语言
教育、就业等环节精诚合作，培养
学生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双
语型技术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
社会。

滨州市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吴
凤水说，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
利益共同体的打造，中外合作办
学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开放的一项
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也是滨州
市技术学院谋求新发展、实现新
跨越的动力所在。

滨州市技术学院院长王建泉(左)与韩国龙仁松潭大学校
长崔城盛签订友好学校。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摄

省节水型企业

滨州市占10家

本报1月13日讯(通讯员 谷
新利 部振忠 记者 阚乐乐 )

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
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发了

《关于公布2015年山东省节水型
企业(单位)、社区(小区)评价结果
的通知》，滨州市10家企业、8家居
民小区榜上有名。

这10家企业分别是：滨州滨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魏桥
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山东滨州
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亚
光家纺有限公司、愉悦家纺有限
公司、滨州政通新型铝材有限公
司、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山东
科伦药业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滨
北热电有限公司、安琪酵母 (滨
州)有限公司。8家居民小区为：至
尊门第小区、望海花园小区、泰山
名郡小区、丽景新园小区、吉泰阳
光小区、黄河家园小区、格林春天
小区、学苑小区。

据介绍，节水型企业、小区是
节水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提高节水管理水平，推动节水
技术进步，规范企业用水行为，加
强居民小区节水意识的重要举
措。

滨城供电去年获

创新成果二等奖

近日，滨城区供电公司在
2015年度创新成果评审中喜获佳
绩，滨城公司一管理经验荣获
2015年度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的
好成绩。

2015年以来，滨城公司以“找
差距 补短版 你追我赶争标
杆”为主题，切实促供电所指标提
升。对供电所数据实行“日通报、
日分析、日整改”制度，切实促进
班组建设及供电所对标晋位提
升。供电所用电信息采集覆盖率、
客户抢修平均服务时限、电压合
格率等六项指标得到大幅提升。

下一步，滨城公司将加强提
炼成果的消化吸收，创新开拓适
用本单位的管理对标管理方式
方法，提升自身管理，实现理论
与工作实践相互促进提升的良
性循环。同时，学习其他公司先
进经验作法，查找自身不足，虚
心学习他人长处，全面开展对比
分析，制定改进措施，提升供电
所管理水平。

(赵雯)

消 防 风 采 录

2016年1月10日是全国第30个“110宣传
日”，由滨州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以“群众的
110，你我的30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滨州影
剧院门前开展。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桑培
伦，党委副书记、政委樊守林及市局领导参加
了集中宣传活动。

上午9时30分，活动正式开始，市局领导和
现场群众分别观摩了消防支队视频探测仪、剪
切钳等抢险救援器材演示，消防宣传员向过往
行人发放消防安全知识宣传资料，加深人民群
众对消防知识和消防器材的了解。据统计，当
天上午的活动现场，消防官兵共向群众散发宣
传彩页3000余张、火场逃生宝典、电动车消防
安全常识宣传手册300余本，有近3000名群众
学到了常用的防火、灭火常识，收到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为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王晓静）

“110宣传日”

滨州消防在行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今冬明春”火
灾防控工作的相关要求，着力提升社
区和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
能力，根据部局颁发的《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

《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通
知要求，1月12日上午，沾化区公安消
防大队组织消防监督人员深入明珠
社区开展微型消防站建设帮扶指导
工作。

明珠社区是辖区内成立的首批
微型消防站，该站配备了一定数量的
灭火器、水枪、水带等基本的灭火器
材和个人防护装备，承担着周边区域
的初起火灾扑救任务，站内还按要求
悬挂制度、职责和相关的消防标识。

（王晓静）

沾化区推进社区
微型消防站建设

为提高学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
识，1月12日上午，开发区公安消防大
队消防宣讲员走进辖区沙河小学开展
寒假前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培训中，消防宣传员主要讲解了
学校火灾的预防方法、发生火灾时如
何正确报警、火场逃生技能、从火灾现
场逃离的注意事项和寒假期间燃放烟
花爆竹注意事项等知识，尤其重点强
调了用火用电方面发生火灾时应采取
的措施等知识。

通过此次活动使广大师生了解和
掌握了必要的消防基础知识和常识，
做到会报火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自
救逃生等，培训达到了预期效果。

（王晓静）

深入辖区学校
进行消防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消防宣传工作，
推动消防工作社会化进程，阳信县公安
消防大队继续组织开展消防站对外开放
活动，提高企业员工科学自护自救的意
识和能力，1月8日下午，阳信县鲁木匠古
典家具有限公司员工走进消防站，零距
离享受了一场“消防盛宴”。

活动中，消防官兵带领员工们参观了
执勤消防车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认真
讲解了执勤消防车辆和随车器材的功能
作用，并现场为员工演示了各种器材装备
的用法，详细介绍了它们在灭火救援中发
挥的特殊作用。同时，根据鲁木匠古典家
具有限公司特殊性，就火灾发生时如何正
确报警，如何积极有序地组织人员在第一
时间疏散逃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增强了
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王晓静）

阳信消防站开放
企业员工学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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