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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山东、广西、陕西、海南等调

查总队，邀请受援单位干部来到援助地区进

行跟班学习，参与党建、业务、宣传等工作，帮

助他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思路、提升能力，

为受援地区统计工作带来长期、稳定的智力

支持。

业务援助 精准发力

业务援助是国家统计局对口援藏援疆工

作中的重要内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承担

对口援助任务的地方统计调查机构精准发

力，立足自身专长和受援地区统计调查工作

实际所需，积极传授先进的统计工作思路、方

法和技术，帮助提升受援地区统计能力和水

平，弥补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通过指导和

审批受援地区统计调查项目，帮助新疆、西藏

两地统计机构不断提高调查项目的科学性和

规范性，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更优质的统计

服务，还为新疆建立企业电子统计台账等工

作提供了详细指导。

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通过将运维保

障力量主动向西藏、新疆（含兵团）等总队倾

斜，通过调整系统策略、远程指导、在线答疑

等方式，协助受援地区总队顺利完成住户调

查数据处理等相关工作，还在数据处理、网络

安全等业务上进行协助，为受援单位数据管

理工作提供了技术与操作的支持。

浙江省统计局依托数字化改革成果，充

分发挥统计业务对口支援联络员作用。通过

“浙江民调在线”平台助力援藏援疆工作模式

创新，协助受援地区完成各项调研任务和重

点统计调查任务，为西藏、新疆的统计业务

“数字赋能”。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提供“点穴式”的

业务援助，精准把握受援地区统计调查业务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分类开展业务指导。着力帮

助加强制度建设、推进重点调查工作、深化分

析研究、推动资料资源共享、规范执法检查等，

为受援地区统计业务带来了多方位的提升。

物资援助 雪中送炭

针对受援地区物质条件相对落后、资金

设备较为短缺的现实情况，多地统计调查机

构积极筹划经费，通过各种形式伸出援手，提

供力所能及的资金设备援助，为改善受援单

位统计工作基层基础、改善办公条件提供了

有力支持。

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精准对接受援

单位统计调查、办公设备等方面需求，向国家

统计局兵团第十二师调查队捐赠了用于农产

量调查的特种车，向国家统计局巴楚调查队

“访惠聚”单位捐赠了包括台式机、便携式计

算机、PAD数据采集设备在内的电子办公设

备，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硬件设备不足的情况。

广东省统计局为优化对口支援地区统计

干部职工的办公环境，援助西藏自治区林芝

市统计局建成集中供暖项目并已投入使用，

极大地解决了当地统计干部职工的冬季取暖

困难问题，林芝市统计局干部职工在这个寒

冷的冬天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以“小问题”解

决“大民生”，着力解决受援地区老百姓的所

急所盼。援疆干部走访慰问百余包联户、困

难户，为困难村民家庭购买爱心水泥、红砖，

帮助困难户申请贷款用于养殖经营，组织贵

州消费者购买麦盖提县的特色农产品，为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了统计力量。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国家统计局坚持全

国统计对口援藏援疆工作“一盘棋”，指导推动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多地统计调查机构创新

开展多层次、广覆盖的援藏援疆工作，为促进

西藏、新疆地区统计调查事业长足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新的一年，统计部门将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按

照中央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做好

统计对口援藏援疆工作，助力西藏、新疆地区

进一步提高统计调查能力，为新时代新征程

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贡献统计智慧与力量。

汇聚援藏援疆的统计力量

■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

司长 方晓丹

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疫

情散发多发等多重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抓好

稳经济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国民经济总体保

持恢复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消费支出实际增速略

有回落。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

居民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83 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2.9%，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农 村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继 续 快 于 城 镇 居

民 。 2022 年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49283 元，名义增长 3.9%，实际增长 1.9%；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33 元，名义增长

6.3%，实际增长 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

民 2.4 和 2.3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上年的 2.50 降至 2.45，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

距继续缩小。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较快。2022年

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相对较

小，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保持高位，带动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0%和 5.3%，快于全

国居民收入增速 1.0和 0.3个百分点。东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4.5%和 2.9%。以西部地区为 1，东部与西部地

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上年的 1.62缩

小至 1.61，下降 0.01，地区间居民收入相对差

距继续缩小。

各项收入总体实现稳步增长，转移

净收入增长相对较快

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各地区各部门落

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保

障了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2022年全国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 20590 元，比上年增长（以下

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名义增长）4.9%。分城乡

看，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3.9%，农村

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6.2%。农村居民工

资性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主要是各地加大政

府投资重点工程以工代赈力度，同时在乡村

振兴中加大农村特色产业培育和发展，吸引

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共同带动农村居民务

工收入增加。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2022
年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 29562万人，比上年增

长 1.1%；月均收入 4615元，比上年增长 4.1%。

经营、财产净收入保持增长。2022 年全

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6175 元，比上年增长

4.8%。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增长 3.8%，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6.2%。分产业看，全国居民人均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分别增长

5.0%、4.9%和 4.6%。在粮食丰收和农牧产品

价格相对较高等因素的拉动下，农村居民人

均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比上年增长 6.4%。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3227元，比

上年增长 4.9%。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财

产净收入比上年增长 3.7%；农村居民人均财

产净收入比上年增长 8.4%，其中转让承包土

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比上年增长 11.3%。

转移净收入增长相对较快。2022年全国

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6892 元，比上年增长

5.5%，增速在居民收入四大项中相对较快，快

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0.5个百分点，为保障

基本民生和稳定居民收入增长提供重要支

撑。其中，受各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相继提高和领取养老金、离退休金人员比重

提高等影响，全国居民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

金比上年增长 7.5%；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比

上年增长 3.8%。

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速略有回落，

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消费支出实际增速略有回落。2022 年，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538 元，名义增长

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 0.2%。分城乡

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0391 元，比上年

名义增长 0.3%，实际下降 1.7%；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663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4.5%，实

际增长 2.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

速和实际增速均快于城镇居民 4.2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2022 年，

各地区各部门加大粮油肉蛋奶等基本民生产

品的保供稳价力度，居民基本生活消费需求

得到有力保障。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比上年增长 4.2%。居民膳食结构进一步优

化。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136.8公斤，比上年减

少 7.8 公斤，下降 5.4%；人均肉类消费量为

34.6公斤，增长 5.0%，其中人均猪肉消费量增

长 6.7%，人均牛肉消费量增长 2.9%；人均蛋类

消费量为 13.5 公斤，增长 2.4%。全国居民人

均居住支出比上年增长 4.3%，主要是住房维

修及管理、水电燃料及其他支出分别增长

7.6%和 5.3%。另外，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

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

分别比上年增长 1.2%、0.2%和 0.6%。受消费

场景制约，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衣着和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分别比上年下降 3.8%和 5.0%。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续增加。全国居

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 43.5 辆，比上年

增长 4.3%；每百户助力车拥有量为 75.5 辆，

增长 2.3%；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为 64.6
辆，增长 2.4%；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 133.9
台，增长 2.1%；每百户微波炉拥有量为 42.2
台，增长 1.8%。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消费支出实际增速略有回落

■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司长 王有捐

2022 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

对超预期因素冲击，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强

化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全

年消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生产领域价格涨

幅回落。

消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

CPI 涨幅呈先扩后落走势。2022 年，全

国 CPI 上涨 2.0%，涨幅比 2021 年扩大 1.1 个

百分点。分季看，一、二、三、四季度同比分

别上涨 1.1%、2.3%、2.6%、1.8%，涨幅呈先扩后

落走势。分月看，1 月份和 2 月份，受春节等

因素影响，CPI同比均上涨 0.9%；在国内疫情

多点散发、能源和猪肉价格上涨、去年同期

基数较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3 月份起 CPI
同比涨幅开始扩大，7 月份上涨 2.7%；8 月份

涨幅略有回落，9月份又扩大至 2.8%；受节后

需求回落、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因素影

响，10 月份和 11 月份同比涨幅分别回落至

2.1%和 1.6%；12 月份临近春节，涨幅回升至

1.8%。

食品价格波动较大。2022 年，食品价格

由 2021 年下降 1.4%转为上涨 2.8%，影响 CPI
上涨约 0.51 个百分点。分月看，各月同比变

动幅度在-3.9%—8.8%之间。其中，猪肉价

格自 3 月份起触底回升，10 月份同比上涨

51.8%，11月份和 12月份涨幅有所回落，全年

平均下降 6.8%，降幅比 2021 年收窄 23.5 个百

分点，影响 CPI下降约 0.11个百分点；在猪肉

价格上行带动下，禽肉价格也逐步上涨，全

年平均上涨 4.0%；因上年同期基数较低，鲜

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 12.9%和 7.5%，合计

影响 CPI 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受国际粮价

持续高位影响，国内食用植物油、面粉和豆

类价格分别上涨 6.9%、6.2%和 4.6%，合计影

响CPI上涨约 0.08个百分点。

能源价格涨幅较高。2022 年，能源价格

上涨 11.2%，涨幅比 2021 年扩大 2.9 个百分

点，影响 CPI上涨约 0.80 个百分点，占 CPI总

涨幅的四成。分月看，大部分月份同比涨幅

在 10.0%以上，年末有所回落。其中，受国际

原油价格上涨影响，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

气价格分别上涨 21.2%、23.1%和 17.7%，涨幅

比 2021 年分别扩大 3.7、3.9 和 5.7 个百分点，

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75 个百分点；居民用

煤等其他燃料价格上涨 5.1%，涨幅比 2021年

扩大 1.5 个百分点；车用天然气等其他车用

能源价格由 2021年下降 0.1%转为上涨 5.5%。

核心 CPI 走势平稳。2022 年，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涨幅比

2021 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64 个百分点。分月看，各月同比涨幅在

0.6%-1.2%之间，涨幅变动较小，运行相对平

稳。其中，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稳中

略涨，全年平均上涨 0.6%，涨幅比 2021 年扩

大 0.3 个百分点。工业消费品中，受原材料

价格上涨影响，管材、空调、其他住房装潢材

料和自行车价格分别上涨 4.2%、3.6%、3.6%
和 3.2%。疫情影响下服务消费需求偏弱，服

务价格全年平均上涨 0.8%，涨幅比 2021年回

落 0.1 个百分点。服务中，家庭服务和医疗

服务价格涨幅稳定，分别上涨 2.7%和 0.8%，

涨幅均与 2021 年相同；疫情影响出行，宾馆

住宿和景点门票价格分别下降 1.7%和 1.0%，

2021年均为上涨。

生产领域价格涨幅回落

PPI同比由涨转降。2022年，全国 PPI上
涨 4.1%，涨幅比上年回落 4.0 个百分点。分

季看，一、二、三季度同比分别上涨 8.7%、

6.8%、2.5%，四季度同比下降 1.1%，涨幅逐季

回落并在四季度转降。分月看，受上年同期

对比基数走高影响，同比涨幅由 1 月份的

9.1%回落至 6 月份的 6.1%；进入 7 月份后，涨

幅回落速度加快，7、8、9 月份同比涨幅分别

为 4.2%、2.3%和 0.9%；10月份和 11月份，在高

基数作用下，同比由涨转降，均下降 1.3%；

12 月份，同比降幅收窄至 0.7%。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价格涨幅差值缩

小。2022 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4.9%，涨幅

比上年回落 5.8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

涨 1.5%，涨幅比上年扩大 1.1 个百分点。生

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生活资料 3.4 个百分

点，差值比上年缩小 6.9 个百分点，一定程度

减轻了中下游行业面临的成本压力。生产

资料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16.5%，原材料工

业价格上涨 10.3%，加工工业价格上涨 1.5%，

涨幅比上年分别回落 17.9、5.5 和 5.1 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中，食品价格上涨 2.7%，一般

日用品价格上涨 1.6%，涨幅比上年分别扩大

1.3 和 1.1 个百分点；衣着价格由上年下降

0.2%转为上涨 1.8%，耐用消费品价格由上年

下降 0.6%转为上涨 0.1%。需要看到，生活资

料价格涨幅虽有扩大，但属温和上涨，我国

是制造业大国，生活资料产品产能和产量充

裕，后期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输入性价格传导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

格波动。2022 年，国际原油、天然气、铜等大

宗商品价格先后高位回落，下半年与进口大

宗商品价格关联程度较高的石油、有色金

属等相关行业价格月度同比明显走低。从

6 月份至 12 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

同比涨幅由 54.4%回落至 14.4%，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 34.7%回落至 10.1%；

8 月份，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由

涨转降，至 12 月份已连续下降 5个月。从全

年看，相关行业价格涨幅也不同程度回落，

2022 年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开 采 业 价 格 上 涨

35.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

涨 23.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

上涨 5.4%，涨幅比上年分别回落 2.8、4.6 和

17.3个百分点。

能源保供稳价成效显著。煤炭等行业

先进产能平稳有序释放，增产增供力度加

大，产量持续增加，市场供给有所改善。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同比涨幅从 1 月份的

51.3%回落至 8 月份的 8.6%；9 月份同比由涨

转降，降幅为 2.7%；10 月份和 11 月份分别下

降 16.5%和 11.5%；12 月份基数走低，降幅收

窄至 2.7%。从全年看，2022 年，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价格同比上涨 17.0%，涨幅比上年回

落 28.1 个百分点。但应看到，目前煤炭价格

虽有回落但仍处高位，能源产品稳价压力依

然较大。下阶段，要持续巩固保供稳价工作

成效，继续加大增产增供力度，规范市场秩

序，把稳定价格同助企纾困结合起来，有效

提振市场主体信心。

CPI温和上涨
PPI涨幅回落

本报讯 在兔年新春佳节来临前夕，国

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农业农村调查处党

支部、新闻宣传处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赴

西城区长椿里社区开展“新春送温暖 服务

传真情”主题党建活动，打扫社区楼道公共

区域，走访慰问社区老党员、老同志，推动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开展。

活动中，大家清洁社区楼道环境、清

理杂物，并结成慰问小组，上门慰问老党

员、老同志代表，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身

体健康状况，倾听困难和诉求，叮嘱他们

保重身体、注意出行安全，积极主动向他

们及其家人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送上慰

问品和新春佳节的衷心祝福。疫情发生

以来，北京总队农业农村调查处党支部、

新闻宣传处党支部等支部与该社区居委

会建立了共建联系，积极参与扫码测温等

志愿服务活动。

寒冬送温暖，关爱践初心。通过开展

新春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支部党员干部

以实际行动服务基层群众，让社区百姓感

受到党的关心关爱，推动与基层党组织共

建机制走深走实，2023 年，北京总队将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做好与基

层社区的共建共学工作，为基层社区提升

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贡献力量。 连煜阳

北京总队开展新春送温暖志愿服务

本报讯 喜迎新春庆佳节，国家统计局浙

江调查总队近日举办 2023年迎新春团拜会，

以活跃干部职工文化生活，提升总队机关干

部队伍凝聚力。党组书记、总队长张斌代表

总队党组对全省统计调查系统干部职工、老

同志和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总队领导班子集体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当天下午，浙江国调大厦的十二楼会议

室暖意洋洋、其乐融融，伴随着阵阵欢呼声、

喝彩声，团拜会在情景剧《2022年，那些名场

面》中拉开帷幕，第 4工会小组以逐月串烧的

形式对 2022 年的各大热门话题进行了精彩

演绎，带领大家回顾了 2022年一个个难忘瞬

间。随后，由各工会小组创新编排的相声、歌

舞、诗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干部职工

热情昂扬、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第

5、6 工会小组的歌曲《明天会更好》悦耳动

听，令人陶醉其中；第 2、3 工会小组的相声

《雪兔节》幽默逗趣，让人开怀大笑；第 1、11
工会小组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暖心励

志，引得众人合唱；第 7、8、9工会小组的诗朗

诵《党的光辉照我心》激人奋进，极具感染

力。 还有热闹有趣的游戏环节穿插其中，活

动现场气氛热烈、喜庆祥和。

浙江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团拜会

既是对过去一年工作成绩的总结与肯定，也

是对新一年工作的畅想和展望，展现了浙江

调查人昂扬奋进、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营造

了和谐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氛围。

胡东 刘金琼

浙江总队机关举办迎新春团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