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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8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召开机关信息

工作会暨表彰会，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晓超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息工作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积蓄力量、凝聚合力，

在新起点上推动统计信息工作重整行装再出发。国家

统计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娟主持会议。

会议表彰了 2021年度机关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优

秀个人。受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委托，李晓超代表局党

组对获奖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对 2021 年度局机

关信息工作取得的优异成绩予以充分肯定。李晓超表

示，要坚定信心、继往开来，深化对信息工作的科学性、

规律性认识，深刻把握做好信息工作的经验启示，不断

积聚砥砺奋进、勇往无前的力量。要始终坚持高站位，

把讲政治作为信息工作的“压舱石”，切实提升对信息工

作的重要性认识；始终坚持调动积极性，把激发内生动

力作为做好信息工作的“发动机”，切实提升信息报送的

主动性；始终坚持有的放矢，把决策需求作为信息工作

的“指南针”，切实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优质统计信息

服务；同时，要把“真”“准”“精”作为做好信息工作的生

命和灵魂，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发扬、不断传承践行。

李晓超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提升思想认识，

进一步强化信息工作组织领导水平；要坚持高质高效，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进一步锻造更多精品信息；要积极

拓宽眼界视野，不断挖掘数据资源，进一步为信息工作

注入源头活水；要切实守牢底线，加强培训培养，打造一

支坚强有力的信息队伍。

会上，王娟宣读了《关于表彰 2021年机关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优秀个人的通报》。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办公室、工业司、住户司、投资司、城市司、人口司、信息

民调中心、贸经司。互联网信息工作先进单位：信息民

调中心。优秀政务信息工作者：赖建明、邱阳、王显坤、

常炜、申俊利、李婧婧、郝悦、陈颖婷。优秀互联网信息

工作者：程名。优秀信息组织员：赵欣慧、孙晓、王冉。

优秀互联网信息组织员：杨先智。获奖先进单位代表和

优秀信息工作者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国家统计局机关各司级单位有关负责同志、2021年

度优秀信息工作者和优秀信息组织员、各司级单位信息

工作联络员参加会议。 郑信

国家统计局机关统计信息工作会暨表彰会顺利召开

■ 茅恒昌

吉林省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吉林国家调查队系统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压实责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精神，坚

决落实落细国家统计局党组和吉林省委

省政府各项疫情防控要求部署，按照属

地党委政府和社区安排，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以战斗

姿态，冲锋在前、战斗在先，筑牢疫情防

控的坚强堡垒。

按下动员部署“快进键”

全省发生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后，

吉林总队党组书记、总队长、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组长张洋立即主持召开总队

党组、总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各市、县队党组

织书记、主要负责人清醒认识当前疫情

形势，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保卫战。总队及时研判疫情防

控动态形势，通过视频会议、工作提示、

实地指导等方式，快速、高效地将上级

要求、防控指示传达到基层一线；组织

学习疫情防控指导手册，督促全体干部

掌握应知应会内容、相关工作操作流

程，做好个人防护，提高防疫能力；成立

应对疫情工作专班，同时采取扁平化模

式，指挥调度全系统疫情防控，开展疫

情防控健康监测，及时向上级汇报疫情

防控最新进展。

当好疫情防控“守护员”

3 月 9 日，疫情防控“发令枪”一响，

吉林总队机关各党支部按照机关党委部

署，迅速集结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

“双百共建”社区——长春市朝阳区桂林

街道科技花园社区，深入一线实地了解

情况，协助研究制定社区志愿服务相关

方案。吉林总队有序调度，连续招募输

送 12名党员干部开展社区管控和核酸检

测工作，共同形成群防群控合力。大家

服从指挥，坚持靠前一步、多看一眼、多

想一处，尽心尽力为社区群众做好服务，

以实际行动展现吉林国家调查队系统在

疫情防控关键时刻的反应速度和担当精

神，助力坚决打赢长春疫情保卫战。

吹响志愿服务“集结号”

吉林总队积极组织开展“战疫情我

先行”活动，按照属地社区要求，动员居

家办公的党员干部到居住地所属社区协

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各调查队共招募

抗疫志愿者 298 名，成立 31 支抗疫志愿

先锋队，深入社区抗疫一线，在社区人员

紧张、医疗物资供应较为紧缺的情况下，

志愿者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与社区联手

开展“敲门行动”，走访住户流调排查、发

放试剂盒，协助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大

家配合社区干部维持社区秩序、发放通

行证、运送生活物资、开展心理疏导等。

截至 3 月 21 日，吉林国家调查队系统共

派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 1387 人次，得

到各地社区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高度评价

和一致认可，树立了吉林国家调查队系

统在疫情面前毫不退缩，勇于拼搏、敢于

担当的良好形象。

吉林国家调查队系统勠力同心、众

志成城，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在疫情防控

关键时刻的忠诚本色和责任担当。风

雪无情人有情，吉林调查人将坚定信

念，继续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科学统筹

疫情防控与调查工作，尽全力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保卫战，胜利跨过这场疫情

“倒春寒”。

志愿服务温暖初春“疫”路同行齐心抗疫
——吉林国家调查队系统筑牢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前2个月全国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12060亿元

本报讯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2个月，全国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 12060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 2341亿元、专

项债券 9719亿元。

具体来看，2022 年 2 月，全国发行新增债券 4939 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1008 亿元、专项债券 3931 亿元；全国发行再融

资 债 券 132 亿 元 ，其 中 一 般 债 券 109 亿 元 、专 项 债 券 23 亿

元。1-2 月，全国发行新增债券 10776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001 亿元、专项债券 8775 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 1284 亿

元，其中一般债券 340 亿元、专项债券 944 亿元。1-2 月，地

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3.10%，其中一般债券 2.89%，专项

债券 3.14%。

截至 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16364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 139809亿元，专项债务 176555亿元；政府债券 314742亿

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 1622亿元。

2021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
逾626万件

本报讯 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 2021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

通报。据统计，2021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总量达 6264378件，同比

增长 24.30%。

通报称，2021 年，全国共完成作品著作权登记 3983943
件，同比增长 20.13%；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2280063
件，同比增长 32.34%；完成著作权质权登记 372 件，同比下

降 3.13%。

从作品类型看，登记量最多的是美术作品 1670092件，占登

记总量的 41.92%；第二是摄影作品 1553318 件，占登记总量的

38.99%；第三是文字作品 295729 件，占登记总量的 7.42%；第四

是影视作品 244538件，占登记总量的 6.14%。

626 万件

本报记者魏琳北京报道 由联合国主办、中国国家统计局

与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将于 2023 年 4 月在杭州举办。日前，国家统计局已成立第四

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筹备委员会，相关筹备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中。

世界数据论坛是联合国发起主办的国际性论坛。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 2015 年第 46 届会议通过了举办以“可持续发展数

据”为主题的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的决议，旨在为世界各国政

府、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国际与地区组织、学术界等的数据和

统计专家及用户搭建紧密合作交流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世界数据论坛已举办三届。第一届世界数据

论坛由南非政府和南非统计局承办，以“让世界更有意义——用

数据革命推动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于 2017 年 1 月 15-18 日在

开普敦举办。第二届论坛由阿联酋联邦竞争力与统计局承

办，于 2018 年 10 月 22-24 日在迪拜举办，主题为“推动可持续

发展数据挑战提出创新方案，为未来工作落实加强合作和资

源探索”。2021 年 10 月 3-6 日，瑞士联邦统计局以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在伯尔尼举办了第三届论坛。每届论坛的

议题均围绕六个主题领域展开：获取更优质数据能力发展的

新方式；不同数据生态系统的创新和协同；不让任何人掉队；

通过数据了解世界；建立对数据和统计的信任；已经取得的

进展。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举办世界数据论坛

的理念和行动表示高度赞赏和全力支持，于去年 9月成功申办

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国家统计局以承办此次论坛为

契机，进一步推动中国同各国在统计数据生产和利用、数据生

态系统创新和协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统计融合

和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互鉴，为促进全球统计共同发展，推动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统计监测，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

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高度重视国际统计界这一盛事，就筹备工作

先后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强调论坛为各数据相关方提供了重

要的合作交流平台，聚焦统计和数据前沿技术及先进理论，共

同探讨改进数据和方法，为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

解决方案。办好论坛有利于提高我国统计对外开放水平和国

际影响力，为全球数据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时，借鉴国际先

进统计经验，积极推动统计现代化改革。

目前，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筹备委员会正在加强

与联合国的协调沟通，下设的各任务组分别在进一步细化和

落实方案中，本届论坛议程设计和议题征集也正有序推进。

筹备委员会将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扎实有序做好论坛

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第四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筹备工作全面启动

稳进前行谱新篇

本报讯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党组召开理论

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并结合统计工作实际进

行研讨交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

性，为推进新时代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

循。学习领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

两会精神，对推进内蒙古统计改革、高质量完成年度

各项统计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要切实

做到学懂弄通、学深悟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工

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统计工

作的要求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全局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

政治机关定位，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纳入（党组）中

心组、党支部和群团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持续夯实思

想 根 基 ，教 育 引 导 党 员 干 部 把 思 想 和 行 动 统 一 到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

工作安排上来，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贯穿统计工作始终，围绕推进统计工作目标任务，

自觉对标对表，立足本职工作，强化经济形势研判和统

计监测，持续提升统计数据质量，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统计服务。 李玉华

又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召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集中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并提

出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今年的全国两会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

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紧扣时

代脉搏，把握发展大势，彰显为民情怀，明确提出了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预期目标和政策取向，对全

面完成国家调查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会议强调，山西省国家调查队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

全国两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确

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一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

到实际行动上。二要认真落实两会作出的各项部署，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胸怀“国之大者”，聚焦“国之大事”，围绕“国之大策”，立

足职责定位，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聚力国

家所需、山西所谋、群众所盼，扎实做好农业农村、价格

调查、住户监测、劳动力、企业等民生调查基层基础工

作，奋力当好民生统计监测的“主力军”，不断巩固提高

数据质量，为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调查

服务。三要切实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严的主基调不

动摇，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

腐，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把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贯穿国家调查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保障高质量调查工作，为加快推进统计调查现代化

改革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确保山西调查工作行稳致远。

马晓阁

内蒙古局凝心聚力推进统计工作
山西总队强化担当落实各项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