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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

根据有关基础资料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方法，经

初步核算，我国 2022年一季度 GDP核算结果如下。

202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初步核算结果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其他行业

绝对额
（亿元）

270178
10954

106187
153037

11570
93551
78098
13029
25920
10430

3861
24724
18930
12127

8557
47479

比上年同期
增长（%）

4.8
6.0
5.8
4.0

6.1
6.4
6.1
1.4
3.9
2.1

-0.3
5.1

-2.0
10.8

5.1
4.9

注：
1.绝对额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计算；
2.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

划分规定》；
3.行业分类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4.本表GDP总量数据中，有的不等于各产业（行业）之和，

是由于数值修约误差所致，未作机械调整。

其他相关核算结果详见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

gov.cn）。

表1 2022年一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

表2 GDP同比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季度

7.0
6.9
6.3

-6.9
18.3

4.8

2季度

7.0
6.9
6.0
3.1
7.9

3季度

6.9
6.7
5.9
4.8
4.9

4季度

6.8
6.5
5.8
6.4
4.0

注：同比增长速度为与上年同期对比的增长速度。

表3 GDP环比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季度

1.8
1.8
1.7

-10.3
0.5
1.3

2季度

1.7
1.6
1.2

11.6
1.2

3季度

1.6
1.4
1.4
3.4
0.7

4季度

1.6
1.5
1.2
2.5
1.5

注：环比增长速度为经季节调整后与上一季度对比的增长
速度。

稳进前行谱新篇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更加

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浙

江省统计局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以

数字化手段推进统计监督工作，近期组

织开发了一体化统计监督平台应用，构

建网上预警、智慧执法、量化督察、协同

监督四大场景，努力开创统计监督领域

整体智治格局，持续推动防惩统计造假、

弄虚作假工作向纵深发展。

通过开发一体化统计监督平台应

用，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全流程监

管；开展统计督察，对各级党委政府及相

关部门统计法定职责履行、统计违纪违

法现象治理、统计数据质量提升进行监

督；相关专业处室、相关部门、相关平台

实现数据共享、统筹协调，凝聚监督合

力，更好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目前，浙江省统计局通过历史数据

收集和试点市、县试运行，积极推动业务

各环节流程衔接、各场景数据贯通，及时

发现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一

体化统计监督平台应用，为下一步在全

省推广打下扎实基础。

年底前，该应用将完成构建精准画像

的统计监督对象数据库，并实现对统计监

督对象的分级分类管理；同时，在温州市及

下辖瓯海区、台州市及下辖临海市等地区

完成一体化统计监督试点。 劳印

深入贯彻落实《监督意见》

浙江局开发一体化统计监督平台应用

一体化统计监督驾驶舱显示界面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赵同录

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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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经济运行实现平

稳开局。

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开局总体平稳

一季度，我国 GDP 为 27017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同期增长 4.8%，增速较上年四季度加快 0.8个百分点，经济继续稳

步恢复。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954亿元，同比增长 6.0%，拉动经济

增长 0.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106187亿元，同比增长 5.8%，

拉动经济增长 2.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153037亿元，同比增

长 4.0%，拉动经济增长 2.4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分别为 4.1%、39.3%和 56.6%。与上年同期相比，第二产业比

重提高 2.0 个百分点，第一、三产业比重分别下降 0.5、1.5 个百分

点。从环比看，经季节调整，一季度GDP环比增长 1.3%。

生产继续稳步恢复，工农业提供有力支撑

一季度，农业生产稳中向好，种植业、畜牧业发展良好，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拉动经济增长 0.3个百分点。工业生

产增长较快，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拉动经济增长 2.1个百分

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占GDP的比重为 28.9%，较

上年同期提高 1.3个百分点。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发展较好，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

5.1%，10.8%和 5.1%，合计拉动经济增长 1.1个百分点。（下转2版）

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

日前，从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

程局有限公司获悉，全球水电行业

起重载荷最大的坝顶 10000千牛双

向斜拉门式启闭机在其承建的白鹤

滩水电站工程圆满完成负荷试验，

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运行状态一切

正常。图为 10000千牛坝顶门机正

在进行负荷试验吊笼内加装配重块

实验。

中新社供图

全球水电行业起重载荷
最大坝顶门机正式投入使用

■ 新华社记者 范世辉 高博

近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

邓小岚同志被追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

人”称号。那一刻，人们的记忆又被拉回北京冬奥会开

闭幕式上，她指导的一群来自河北阜平大山里的娃娃，

用纯净、空灵的天籁之音演唱奥林匹克会歌。邓小岚

用音乐讲述的故事，奏出阜平着力以教育助力扶贫的

动人音符。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阜平坚持教育政策优先

落实，教育事情优先办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大教

育投入，让孩子们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

学”，切实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最好的资源给教育，最好的房屋给学生

地处大山深处的阜平县，是一片拥有光荣革命历

史的红色热土，曾经是“贫中之贫”。2020年 2月，阜平

县整体脱贫摘帽。

别具一格的建筑，绿草茵茵的操场，先进的班班通

多媒体……在阜平县龙泉关学校，九年级学生张林鑫

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学校的变化。

龙泉关镇是阜平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县城约

40 公里。龙泉关学校的校园是龙泉关镇最亮眼的建

筑，2017年投入使用，综合教学楼、宿舍楼、学生餐厅等

一应俱全。

“以前教室简陋，夏天一下雨就变成‘水帘洞’，冬

天窗户还漏风。现在山里娃也有了优质的教学环境，

不仅实现了多媒体教学，孩子们还能享用营养午餐。”

龙泉关学校校长赵建珍说。

龙泉关学校是阜平新建的 13所农村寄宿制学校之

一。阜平县教体局副局长杨二军说，2013年以来，阜平

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给教育，最好的房屋给学生”，在改

善办学条件上持续发力，累计改扩建各类学校110余所，

孩子们“摸黑走山路，跑着去上学”的历史一去不返。

好教育不光硬件要“硬”，软件也要强。来自北京

的邓小岚，生前最后的 18年里，尽心竭力于阜平县马兰

村的儿童音乐教育，为孩子们播下梦想的种子，带领他

们走出大山，在世界舞台上唱出天籁之音。为提高教

学质量，阜平县还借力“老校长下乡”、北京西城区对口

帮扶等政策优势，引进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北京八

一学校等名校合作办学，通过特岗计划、交流培训等补

充教师数量、提升教师素质，筑牢教育扶贫的根基，让

山区娃在家门口就能上名校。

控辍保学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就读于马兰小学四年级的席庆茹是马兰花合唱团

的主力队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演出是席庆茹第

一次去北京。“鸟巢很壮观，很兴奋能有这个机会让全

世界听到我们马兰的歌声。”席庆茹说。

席庆茹所在的马兰村是一个有着 700多户 2000多

口人的深山村。2019 年，马兰村实现全村整体脱贫，

席庆茹一家搬进了新居。现在的马兰村新建了 14栋新

民居，集中安置其他 21个自然村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500
多户。

“以前住在老房子的时候，离学校十几里路，雨雪

天孩子经常上不了学。如今全家搬迁到马兰新区，不

仅学校就在家门口，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保障政策

也能让孩子安心读书。”席庆茹的父亲席金海说。

为确保控辍保学责任政策的落实，阜平县健全义

务教育入学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建立局长包片、学区中

心校包乡、班主任包班、教师包人“四级”分包制，实施

“师生结对”“千名教师进万家”“周末家校”等关爱工

程，坚决做好防贫监测和帮扶工作落实。

杨二军介绍，目前阜平在校学生 42811人，2021年，

全县累计资助学生 30384人次，资助金额 1721万余元，

实现全县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

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学校学生全覆盖、义务教育零辍学，

切实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培养技能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我现在是总装车间的一名质检员，年收入六万多

元。去年靠着自己攒的钱还在定州付首付买了房。”阜

平县年轻人许潮，2015 年从阜平县职教中心汽修专业

毕业后，来到位于定州市的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实

习、就业。

针对农村孩子就业出路少问题，阜平县按照“发展

职业教育，传授一技之长，促进稳定就业”思路，积极优

化职业教育结构和布局，努力让山村孩子学到一技之

长，实现稳定就业。

2013年以来，在定点帮扶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的大力支持下，一汽、上汽、长安、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

会等 32家单位与阜平县职教中心合作创建了阜平梦翔

汽车培训基地、梦翔楼宇智能化实训基地、京东仓储物

流中心等企业定向培养基地，优先招收贫困家庭学生。

像许潮一样，不少贫困学子通过职业教育学到了

技术并顺利就业。截至目前，阜平梦翔汽车培训基地

累计招录学生 4790人，已就业人数 2523人。毕业生年

收入可达 4 万元至 5 万元，实现了“培养一人，就业一

个，脱贫一家”。

保定市委常委、阜平县委书记刘靖说，乡村振兴要

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用爱与智慧开启农村孩子的美好未来，实现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愿景正逐渐变为现实。

大山里传出“天籁之音”

开栏的话：

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一次次深入的考察，一份份真切的关爱，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赋予革命

老区和边疆地区振兴发展的巨大力量。今日起，本报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总栏目下开设“老区新貌”“大美边疆”子栏目，通过互

动性、代入感强的行进式采访报道，生动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的新变化新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