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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支付宝全民“剁手”榜单出炉——

有借有还，咱河南人排第一
□记者 邵洋洋

核心提示丨作为一年一度全民消费情况的“晴雨表”，1月4
日，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发布了2016年全民账单。从这份含
金量十足的“买买买”账单，或可窥出河南居民在过去的一年
中，消费生活的点点滴滴。

郑州人均支付10万+，你拖后腿了吗

支付宝2016年全民账单显
示，按照省级行政区来划分，
2016年，广东人最“土豪”，总支
付金额排名位居全国首位，河南
省的支付总额位居第八位，处于
第一梯队，基本上与河南省的经
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呈正相关。

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省会郑州则在人均支
付、人均购物金额、全年支付总
额这三个指标上均位居全省第
一。在具体的金额上，2016年，
郑州人均支付达到 106435.5
元，其中购物金额占了 7913.8
元，这两项均排在河南省第一
位。

以前是海淘，今年中国人的
趋势更是“走出去花钱”。全民
账单显示，跨境消费中，中国人
最爱的前十大扫货地分别是：韩

国、香港、泰国、澳门、台湾、日
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
德国。郑州人最喜欢扫货的地
方，按排名是韩国、泰国、香港。

在郑州，人们在2016年户
外运动消费笔数增长了29%，美
妆消费笔数增长了52%。健身、
运动的热潮，基本席卷所有城
市。

郑州还是吃喝玩乐的天堂，
“吃货”们贡献了绝大部分力量：
口碑数据显示，郑州“吃货”年人
均消费达319.6元。夜幕降临，
郑州的热闹还没有停止，郑州人
吃夜宵平均要吃到快80元。去
年一年，郑州人均AA笔数达到
4.5次。与此同时，郑州男人很
大方，去年人均发出1878.7 元
红包。郑州女人也毫不小气，人
均发红包金额超过1000元。

有借有还，咱河南人最讲信用

伴随着行为数据的多元，越
来越多的用户开始在网络上积
累起信用，并且移动互联网+消
费信贷的出现，让用户切身感受
到信用的价值。2016年，使用
花呗支付的笔数超过32亿笔，
比上一年增长了344%。目前，
借呗累计服务用户超过1200万
人，累计放款超过3000亿元。

中国人不仅敢于花当下的
钱，也敢于花未来的钱。花呗越
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潮流，每4个
90 后，就有一个在用花呗。
2016年，在用花呗的消费中，花
费最多的是美容护肤类。其中，
美妆消费笔数同比增长37%，户
外运动消费增长18.6%，自驾租
车增长110.19%。

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
一代人，被统称为“千禧一代”，
他们更习惯于超前消费，从1分
钱的优惠券，到几元钱的地铁
票，到几万元的数码产品……目
前1亿花呗用户中，中国“千禧
一代”占了86%。他们不是传统
的高净值人群，喜欢超低门槛的
理财方式。蚂蚁聚宝理财平台
接近1亿用户，其中“千禧一代”
的用户占81%。

伴随这一切的是用户对自
己信用的珍惜，尽管消费信贷越
来越普及，但借钱不还的现象并
未增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在2016年借呗有借有还的排行
榜上，准时还钱的第一名是河南
省，安徽省、江苏省紧随其后。

CES 2017开幕

亮点多，别错过
2017年1月5日至8日（北京时间1月6日-1月9日），CES 2017展会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如约而至。这是CES走过的第50个年头，作为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消
费电子展，CES涵盖影像、手机、DIY、家电等各个领域，各大制造商争奇斗艳自
然是少不了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年展会又有哪些精彩看点。

“中国厂商出海”

中国厂商参与 CES
的热情有增无减，共有上百
家国内公司参展，其中华
为、中兴、联想等品牌都占
据了最为显眼的位置。

在CES开幕前夕，荣耀
抢先发布了荣耀 6X 海外
版。这是荣耀自2016年正
式进军美国之后发布的第
三款产品，将继续主打海外
市场中端价位，与三星、LG
中端产品抢夺美国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小米生态链
产品今年第一次赴美参展，
全屏幕高屏占比的小MIX
成为主打产品。此外，联
想、乐视也都携带手机产品
参展。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
王艳辉认为，中国公司集体
亮相CES，一方面因为中国
制造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
另一方面也与主办方对中
国消费市场的看好有关，对
中国的中小企业也给予了
政策的倾斜。“以前很多公
司去CES参展是为接海外
订单，现在更多是为了展示
品牌。”

家电行业主打智能

除手机外，家电方面也有不
少新产品推出。比如三星前几
天对外公布的其革命性的
FlexWash+ FlexDry 洗衣系
统，该系统也会在CES 2017
上正式揭开面纱。这款四合一
洗衣系统，是一对具备多种功
能的洗衣组合，就是为了在一
个系统中提供两台洗衣机和两
台烘干机的功能，从而在任何
情况下都有更多符合消费者要
求的洗衣方式供选择。

另外，全世界最引人注目

的科技趋势中，OTT 视频跻身
前列，正以超过 20% 的年增
长率增长，形成一种全新的视
频收看模式。而这股趋势在中
国和美国这两大市场表现得尤
为淋漓尽致，跨越大洋两端，中
国和美国的观众都在回归客厅
这块屏幕。据权威专家预测，
在 2到3 年内，中美两个市场
都将达到 70% 以上的覆盖
率，微鲸作为中国OTT 市场的
新星，也发布了多款悬念海报，
预告将会参加此次展会。

VR持续发酵

说到VR，今年CES将会
带来更多内容方面的最新体
验，如VR电影、VR动画和VR
视觉流媒体服务等。

联想展示了首款 VR 头
盔。据了解，这款设备采用的
是 微 软 Windows Holo-
graphic平台，主打轻巧便捷。
预计这款设备将于今年晚些时
候上市，售价将低于400美元。

而VR行业的领军者Oc-
ulus 却缺席了本届 CES，三
星、索尼、HTC等品牌都携带最
新的VR产品纷纷亮相。经过
一年的酝酿，HTC正在将重心
从硬件向内容转移。据悉，此
前支持HTC Vive的无线VR
套件TPcast将参展，同时还有
20多款内容展出，涉及游戏、行
业应用和教育医疗等。

□记者 李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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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Ⅱ11、12版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保姆钟点做饭陪护67715997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信息窗口

●典当行招合作13938274197
●收空调饭店等13137151568

招商

●电子厂找合作0537-4505345

寻人启事

●李海刚男60岁，

身高163cm，偏瘦，

有癫痫病，已失

踪多日下落不明，

身穿黑棉衣蓝牛

仔裤黑皮鞋，有知情者请联

系电话：15838198416

转让

●转营业中宾馆13623856022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7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转饭店位佳15238336313

声明

●河南省大鸭梨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郑州第一分公司原公章

丢失，声明作废。

●肖金缕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10104600498911）遗失，

声明作废。

●郑州市二七区格调灯饰生活

馆（注册号410103600698054）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910022
732701银行账号4100151101
0050262230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海

支行）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郭连德出租车税务登

记证副本证号412728041008
343丢失声明作废

●冯祖化，不慎将教师任职资

格证（证号：C1690303030029
4）丢失，声明作废

●美之约店营业执照正本（号

410102600385924）遗失作废

●郑州市赵建波出租车税务登

记正、副本丢失证号410123
196807217635声明作废

●武斌许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中文专业毕业证丢失，

编号：00124声明作废。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12
号院2号楼118号的房屋产权

证遗失，房屋所有权人：王新

年，产权证号：0601057285。
特此声明

●新乡豫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035610291457拟注

销望债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西华县志丽面粉厂农行开户

许可证丢失账号557101040
01201特此声明作废

●证书遗失声明

姓名：李国星，性别：男，身

份证号：4107031963031930
16,工作单位：河南中联医药有

限公司，证书名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药师注册证。资格

证书编号：0075965注册证编号：

411213070737取得证书时间：

2013年8月29日遗失时间：20
16年12月25日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