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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4月 27日发布数据显示，1-3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555.7亿元，

同比增长 8.5%（按可比口径计算）。

1-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7068.5亿元，同比增长 19.5%；股份制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14396.3 亿元，增长 14.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707.5 亿元，下降 7.6%；私营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5331.5亿元，增长 3.2%。

1-3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835.0亿元，同比增

长 1.48 倍；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14738.1 亿元，下降

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982.5亿元，下降 30.3%。

1-3 月份，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4 个行业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15 个行业下降，1 个行业减亏，1 个行业

持平。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1.89倍，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1.51
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52.9%，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8.4%，纺织业增长 14.0%，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1.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0.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4.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8%，汽车制造业下降 11.9%，通

用设备制造业下降 17.0%，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22.9%，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29.8%，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下降 35.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

降 49.7%。

1-3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1.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发生营业成本 26.29 万亿元，

增长 13.5%；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25%，同比下降 0.24 个

百分点。

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44.6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6%；负债合计 81.68 万亿元，增长 10.5%；所

有者权益合计 62.93 万亿元，增长 10.8%；资产负债率为

56.5%，同比持平。

3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19.1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4%；产成品存货 5.61万亿元，增长 18.1%。

1-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

成本为 84.07元，同比增加 0.56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

费用为 8.09元，同比减少 0.54元。

3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

收入为 87.2元，同比增加 1.7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68.3万

元，同比增加 18.1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8.8天，

同比增加 0.6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54.7天，同比增

加 0.9天。

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

最新发布

各月累计利润率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

2022年1-3月份分经济类型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增速

各月累计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比增速

■ 新华社记者 孙飞

位于粤东的汕尾市，前身是全国第一个苏维

埃政权诞生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彭湃

的故乡海陆丰。尽管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

但受洋垃圾等问题困扰，这里曾一度被视为“经

济洼地”。

近年来，当地用好红色资源、优化营商环境、

融入湾区发展，2020 年、2021 年经济增速均位居广

东省第一，“汕尾速度”正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

新名片。

用好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

红船摇曳、井冈山会师、红军万里长征……

走进汕尾陆丰的金厢镇，一幅幅气势磅礴的红

色题材画卷在村居院落、村道两边的墙上徐徐展

开。今年春节期间，这个“网红打卡地”日均人流量

超 3万人次。

金厢镇红色文化底蕴厚重，拥有周恩来同志

渡海处等红色革命遗址。但这些红色资源一度

“沉睡”，如何将其盘活成为当地“破题”乡村振兴

的关键。

“接到围绕家乡经济发展研讨的邀请，我立马赶

回来参加。”深圳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名誉会长吴瑞球

说。研讨中，文化旅游的想法逐渐成型。随后，100
多名画家对金厢银滩附近房屋进行墙体彩绘，这里也

成为网红的“彩虹小镇”。

不少村民开始吃上“旅游饭”，有的餐厅节假日营

业额达数十万元。

金厢镇是汕尾盘活红色资源的缩影。在汕尾海

丰县，当地加大投入推动红色旅游规划建设。如“湾

区红色文化体验景观示范带”将当地红宫红场、彭湃

故居等连片串起，覆盖 46个自然村。

如今，海丰县的龙津河边，一座外墙素白的两层

仿西式小楼前游客如织。这里是彭湃的故居。1927
年 11月，彭湃领导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海陆丰也

成为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策源地。

红色旅游正成为汕尾的一张亮丽名片，数据显

示，去年汕尾A级红色景区接待游客近 100万人次。

优化营商环境，跑出“汕尾速度”

“没想到不用出镇，在党群服务中心就办好营

业执照了。”家住汕尾金厢镇埔边村的村民吴泽焕

想开一家特色小吃店，由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审

批权限下放到镇街，吴泽焕“足不出镇”就办好了

营业执照。 （下转2版）

“经济洼地”跑出“汕尾速度”
——海陆丰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观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老区新貌

本报讯 为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以下简称

“五经普”）各项筹备工作，河南省统计局日前印发

了《河南省统计局关于组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筹

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正式启动五经普筹备

工作。

《通知》明确了五经普筹备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办

公室组成人员及各工作组职责，并对 2022 年重点工

作作出部署。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组建由河南省局

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19 个相关

专业（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筹备领导小组，负责五

经 普 筹 备 工 作 组 织 和 实 施 中 重 大 问 题 的 研 究 和 决

策。二是细化职责分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下设综合协调组、方案设计与试点组、投入产出

调查组、数据处理组 4 个工作组，分别由普查中心、设

管处、核算处、数管中心牵头，相关单位派员参加。

各工作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五经普筹备

工作。三是谋划重点工作。部署 2022 年主要工作，

包括研究河南省五经普实施方案、组织普查专项课题

研究、制定河南省五经普数据处理方案、部署投入产

出调查工作、制定普查工作计划、制作五经普网站专

栏和开展普查宣传等。

《通知》指出，当前五经普筹备工作面临着疫情形势

复杂多变、普查对象庞大复杂、首次整合投入产出调查

等多重新挑战，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全省统计系统要凝

心聚力、上下联动，迎难而上、担当作为，做实做细五经

普各项筹备工作。 曹雷 薛冰莹

河南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筹备工作启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河北省统计局积

极适应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新趋势、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及统计现代化改革

发展的新形势，认真落实国家统计局关

于统计信息化建设的部署要求，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统计工作的影响，加

强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成功

组织研发统计联网直报平台移动客户

端，实现了数据采集移动化，统计现代化

改革加快推进。

为改进数据采集方式，加快推进移

动终端、智能手机等设备在统计数据采

集工作中的应用，实现调查对象能够使

用移动智能终端在联网直报平台上填报

数据，实现数据采集移动化，河北省局在

信息化引领的智慧统计 1.0版的基础上，

聚焦基层“急难愁盼”问题，以办实事、解

难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疫情下

统计调查的便捷、高效。

打造智慧统计 2.0 升级版，加快布

置移动客户端应用环境。组成攻关团

队，经过不懈努力，成功研发统计联网

直报平台移动客户端，为做好部分地

区疫情下的统计调查发挥积极作用。

在移动客户端增加了数字证书认证，

并提供基于国密 SSL 协议的安全网络

传输服务，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中

双因子认证及网络安全传输等要求，保

障企业通过移动终端安全可靠地报送

统计数据。

为保障移动客户端及时安全顺畅

运行，河北省局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

作：一是进行测试环境搭建，完成了与

系统应用口令对接开发、认证系统间接

口调用开发。二是进行数字证书申请

签发测试，实现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

数字证书在线申请和签发。三是进行

安全登录测试，通过移动设备浏览器进

行安全认证登录。四是建立移动客户

端证书数据库，将全省所有企业移动版

证书导入到数据库中，使企业能够通过

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上报数据。通过

以上工作，为数据采集移动化创造了良

好应用环境。

近期，河北省局印发《关于联网直报

移动客户端的使用说明》，支持企业在疫

情期间使用移动客户端进行数据填报，

并对安装移动客户端报送数据进行技术

指导。从应用效果看，沧州市、廊坊市、

唐山市等地区疫情期间移动客户端安装

需求明显增加。截至 4 月 11 日，通过联

网直报移动客户端成功报送统计数据的

调查单位由 3 月份的 293 家增加到 1854
家。基层统计人员对联网直报平台移动

客户端纷纷点赞，认为安装便利、实用性

强，尤其在疫情期间极大方便了调查对

象，数据报送快速便捷，随时可查可报，

确保了统计调查顺利开展。

据悉，河北省局下一步将稳步推动

信息化工作和统计业务的深度融合，强

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倾力打造智

慧统计 2.0升级版，为统计现代化改革提

供河北方案，贡献河北智慧。

张卫兵 靳占恒 王晖

河北统计搭建数据采集掌上平台
深化信息技术运用 助力疫情下统计调查

针对近期北京市疫情防

控压力持续增大，为摸清超市

物资保障及销售情况，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北京市统计局以

电话和实地走访形式对朝阳、

通州、海淀、石景山及西城等

区的 10 余家商超、便利店、菜

市场开展快速调研，及时形成

调研报告并报送北京市委市

政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统

计支撑。

詹景 许坤 摄

北京市局调研
超市保供

稳进前行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