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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昱彤

对口援藏援疆工作是实现先富帮

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

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口援藏援疆

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国

家统计局党组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始终将做好统

计对口援藏援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来抓。

2022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对口援藏

援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谋划、精心部

署，推动各项援助工作抓实做细。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和承担对口援助任务的

地方统计调查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精准对接对口援助地区需求，有的放

矢、持续发力，推动各项援助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人才援助 携手并进

人才援助为统计对口援藏援疆工作

注入了动力与活力。2022 年，在国家统

计局的组织下，各地统计调查机构精准

对接受援地区的实际需求，优中选优，

选派了一批理想信念坚定、业务能力过

硬的援助干部进藏进疆工作，传授统计

调查工作的新经验、新方法、新技术，

切实帮助受援地区提升统计调查工作

质效。

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选派具有

多年住户调查及人事教育工作经验的干

部到新疆的国家统计局新源调查队帮助

工作，有效缓解了受援单位在开展住户

调查大样本轮换等重大工作任务时人手

紧缺等现实之困。

山西省统计局以“组团式”柔性援疆

的方式派业务骨干到新疆的农场（团场）

开展统计帮扶工作。他们发挥专业特

长，在统计执法、统计基础规范化、统计

宣传活动等工作中为受援单位提供指导

和帮助，在“传帮带”过程中帮助受援地

区夯实统计调查工作基础。

部分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结合受

援地区工作实际，建立了援藏援疆人才

库，为长期、有序提供人才援助打牢了

基础。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为

入库援疆人才建立教育培养机制，与受

援单位协商制定分阶段援疆干部培训

计划，明确培训内容、培训人员、考核

方式。

“走出去”与“请进来”的结合，有助

于援助地区和受援地区在双向交流中探

索统计人才互动与资源共享的更多可

能。辽宁省统计局积极引进受援地区少

数民族优秀人才到辽宁省统计系统工

作，为受援地区培养锻炼统计领域的专

业人才。

智力援助 授人以渔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地统

计调查机构在为对口支援地区“输血”

的同时，更注重增强智力援助以提升当

地的“造血”能力，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

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培训指导，为西

藏、新疆的统计工作打造了一支“带不走

的队伍”。

北京市统计局强化因需施援、因时

制宜，确保智力援助工作做到目标明确、

重点突出。对于受援地区统计工作开展

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及时利用

“统计讲坛”等培训交流平台，通过远程

视频连线的形式分享工作经验，给予有

针对性的业务指导和支持。

安徽省统计局将对口支援地区统计

机构整体纳入常态化培训教育体系，举

办全省统计系统“云春训”，对口支援地

区统计局干部职工一同通过视频全程参

训，在双方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实现资源

共享，提升巩固智力援助的效果。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注重智力

援助的长效与精准，指定各业务处室专

人负责对受援单位进行日常答疑解惑。

针对受援地区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初

次开展分市县样本增扩工作缺少经验等

实际情况，及时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指

导，帮助受援单位人员增强开展相关工

作的本领。 （下转4版）

汇聚援藏援疆的统计力量
——2022年统计部门援藏援疆工作综述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

司长 赵同录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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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

控措施，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高质

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经济运行大局稳定，总量
突破120万亿元

2022 年，我国 GDP 为 1210207
亿元，突破 120万亿大关，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0%。按年平

均汇率折算，我国 GDP 总量约为

18.0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88345亿元，增长 4.1%，拉动经济增

长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483164 亿元，增长 3.8%，拉动经济

增长 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638698 亿元，增长 2.3%，拉动经济

增长 1.3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7.3% 、

39.9%和 52.8%。与上年相比，第

一、二产业比重分别提高 0.1、0.6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下降 0.7个百

分点。

四季度，我国 GDP 为 33550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年同期增长 2.9%，较三季度有所回落。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3497亿元，增长 4.0%，拉动经济增长 0.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

加值 132601亿元，增长 3.4%，拉动经济增长 1.3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增加值 169411 亿元，增长 2.3%，拉动经济增长 1.2 个百分

点。从环比看，经调整季节因素后，四季度GDP环比增长 0.0%。

工农生产韧性凸显，服务业承压企稳

2022 年，农林牧渔业生产形势较好，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3%，拉动经济增长 0.3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

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 4.0%和 4.2%，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贡献

率合计达到 77.4%。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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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暨国家统计局党建工作会议特稿

■ 本报记者 时晓冉

1月 18日，农历兔年春节前夕，全国

统计工作会议暨国家统计局党建工作会

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总结 2022 年

统计工作，准确把握统计工作使命任务，

研究部署 2023 年统计重点工作，深入推

进国家统计局党的建设。来自全国各地

统计机构的参会代表相聚“云”端，交流

工作经验，凝聚奋斗意志，坚定发展信

心。这是统计工作新征程上一次团结的

大会，奋进的大会。

新步伐新成效

过去的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

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擎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蓝图；过去的一年，是新中国

政府统计机构成立 70年，更是统计部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一年。

扎实推进碳排放统计核算，改进农

业统计和住户调查工作，健全现代化产

业统计监测体系，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

测核算，深化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

各地统计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十四五”时

期统计现代化改革规划，积极开展改革

创新试点，统计改革创新硕果累累。

统计普查调查核算有序推进，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以下简称“五经普”）筹

备工作全面展开，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完

善，统计监测分析服务优质高效，部门统

计工作进展可喜……统计工作迈出了新

步伐，取得了新成效。

充分发挥统计督察震慑作用，扎实

开展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

治，调查解决部分地方统计数据造假屡

禁难绝问题，着力推动统计监督与其他

监督贯通协同……广大统计工作者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

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有力有效，统计监督职能

作用进一步有效发挥。

“一年来，广大统计工作者特别是基

层统计人员不弃微末、不舍寸功，不避繁

难、不辞辛苦，高质量完成了各项统计调

查和改革创新任务，用理想、担当和奋

斗，在新征程上书写了统计工作新的答

卷！”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义在

题为《继往开来 团结奋斗 在新征程上

奋力谱写统计现代化事业新篇章》的工

作报告中充分肯定各级统计机构的开拓

进取和广大统计人员的拼搏奉献。

“康局长的报告高屋建瓴，强调要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坚持实事求是，发扬

斗争精神，压紧压实责任。”回望过去的

一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局长

张毅深有感慨地说，“过去一年，我们深

入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以更大力度

调查解决统计造假屡禁难绝问题，坚决

打赢这场极其复杂、极其艰难的攻坚

战。新的一年，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全

国统计工作会议暨国家统计局党建工作

会议精神，严肃开展统计造假屡禁难绝

问题专项治理，谋划组织好新一轮统计

督察，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统计立法

普法，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不断把全面依

法统计依法治统引向深入，努力为推进

统计现代化改革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砥砺奋进开新局

推动统计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光荣、

繁重、艰巨的任务。本次会议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进一步激发和凝聚改革共

识，以实际行动服务党中央重大战略部

署落实落地。

全力组织实施好五经普是 2023 年

国家统计局重点工作之一。广东省统

计局局长杨新洪表示：“广东积极参加

了国家五经普专项试点工作，主动承担

全部 7 项试点任务，既积累了宝贵的工

作经验，也为国家研制五经普工作方案

作出了贡献。下一步，我们将在国家统

计局的统一部署下，迎难而上，埋头苦

干，全力摸清新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

‘家底’，以高质量统计服务广东高质量

发展。”

现场聆听大会报告后，国家统计局

能源统计司司长胡汉舟倍感振奋、深受

鼓舞。他告诉记者：“局党组提出的碳排

放统计核算工作目标清晰、任务明确，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为我们今后

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下一步，

我们将紧锣密鼓地严格按照制度要求进

行数据核算，围绕核算成果强化分析研

究。同时，还将围绕工业生产过程碳排

放，不断深化统计核算方法研究，启动数

据试填试算，力争早日出台这一领域的

核算制度，为‘双碳’工作提供坚强有力

的统计支撑。” （下转3版）

在新征程上书写新答卷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暨国家统计局党建工作会议侧记

休刊启事
根据春节假期安排，本报将于 1 月 21 日至 28 日

休刊，1 月29日恢复正常出报。敬告读者。

恭祝广大读者朋友新春快乐!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第 34届中国经济新闻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本报

两篇作品获奖。其中，《政府统计为企业服务大有可为》（作者：

魏琳）获新闻报道类三等奖，《把“中国饭碗”端牢些更牢些》（作

者：黄真、魏潇潇）获新闻评论类三等奖。

中国经济新闻奖是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办的“中国经济

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评比

达标表彰保留项目，是经济新闻作品的唯一全国性评选奖

项。此次评选，共有全国 216 家媒体（包括全国经济类报纸和

新媒体 127 家、中央和地方党报 30 家、广播电视台 19 家、刊物

40 家）推荐的 944 件作品参评。参评作品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月 30日期间，有正式新闻资质的报纸、刊物、通讯社、

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及新媒体首次刊发（播）的原创经济新

闻作品，按照“新闻报道、监督报道、新闻评论、融合报道”四大

类申报和评选。

本报作品喜获
中国经济新闻奖

本报讯“女记者短视频精品案例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会上公布了“2022女记者短视频十大精品案例”和 80篇优秀案

例。本报选送的作品《大年初一，冬奥志愿服务我上岗！》（作者：

时晓冉）入选冬奥新闻优秀案例。

自 2018年起，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推动短视频发展方

面不断发力，使“女记者短视频大赛”逐渐成为女记者展示风采、

分享收获的重要平台。本次女记者短视频大赛共有 46家理事

单位推荐作品。从 2022年 11月 10日至 30日，新华网、央视频、

人民视频、学习强国、央广网、央视网、中工网、中国妇女网、北京

时间、腾讯新闻等十多家权威媒体平台对作品进行了全程展播。

本报作品入选
2022 女记者短视频优秀案例

日前，重庆市梁平区启

动“品民俗赏花灯·热热闹

闹过大年”主题民俗节活

动。通过赏花灯、观烟花、赏

民俗、寻年味系列活动，迎接

新春佳节的到来。图为梁平

区桂香天地·乐欢天景区，手

持花灯的年轻女子在开展大

唐国风巡游活动。

中新社供图

赏花灯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