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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同比增长18.3%
两年平均增长5.0%，稳！

初步核算，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249310亿元，同比增长18.3%，环比增长
0.6%，相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0.3%，两
年平均增长5.0%。

两位数的经济增速，需要全面客观冷
静看待：
——去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滑

6.8%，客观上为今年设定了低基数。
——今年就地过年情况普遍，带来

工作日增加，为经济增长带来不具可比
性的动力。

总体来看，一季度与去年四季度相比，
仍然增长0.6%，两年平均增长5.0%。这
说明，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果得到了巩固和拓展，经济呈现稳中
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可以说开局良好。

就业：城镇新增就业297万人
总量压力、结构压力同时存在

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297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4%，比去年同期下
降0.4个百分点。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3%，比2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但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就业的结构性
矛盾也有所显现，就业的总量压力、结构压
力同时存在。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随着经济持续恢复，我们要继续强化就业
优先的政策，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帮
扶，通过保障就业服务，拓展市场化、社会
化的就业渠道，逐步解决就业领域面临的
问题。

财税金融：“钱袋子”回暖
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不急转弯”

前 2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805亿元，同比增长18.7%，财政收入呈
现恢复性增长，运行更趋稳健。

今年以来，多项阶段性税费政策适当
延长执行期限，继续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政
策“不急转弯”。与此同时，金融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不减。一季度，新增贷款7.67
万亿元，同比多增5741亿元。其中，以实
体经济贷款为主的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5.35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
国峰表示，一季度我国贷款总量平稳合
理，保持了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稳
定性、可持续性。更为难得的是，我国
一直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没有搞“大
水漫灌”式的过度刺激。

投资：稳步恢复，高技术产业
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95994 亿元，同比增长 25.6%，两
年平均增长 2.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 37.3%，两年平均增长 9.9%。社会领
域投资一季度增长 31.7%，两年平均增
长9.6%。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了29.8%，
两年平均下降 2%。在刘爱华看来，这
意味着目前制造业投资水平相当于疫
情前的96%左右，制造业投资还没有恢
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随着经济整体恢
复不断推进、企业效益不断好转，企业
信心会慢慢增强，制造业提升空间还是
很大的。

外贸：跟前三年相比均增长超过
20%，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8.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29.2%，跟 2018 年、2019 年同期相
比，则分别增长25.3%和20.5%。从环比
看，3月当月我国进出口增幅达到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
院教授庄芮说，我国外贸稳健持续复苏，既
得益于全球贸易回稳，也助力全球贸易复
苏。要看到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仍较多，仍面临海运运价高位徘
徊、运力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难题，推
动外贸稳中提质依然任重道远。

外资：同比增长近四成，保持全
球投资“引力场”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10263家，同比增长47.8%；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3024.7亿元，同比增长39.9%。
与2019年同期相比，两项增速分别为6.7%
和24.8%。

可以说，外资数据一如既往地亮眼。
2020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FDI）几近
“腰斩”，中国吸收外资却逆势增长4%，一
跃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一季度的表
现足以证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非但没
有减弱，而且在持续增强。随着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一再“瘦身”、双边和多边投资协
定持续推进，今年我国吸引外资有望持续
向好。

收入：同比增长13.7%，农村
居民收入增速更快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30元，同比名义增长13.7%，两年平均
名义增长7.0%；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
13.7%，两年平均增长4.5%。

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
入同比分别名义增长 12.4%、19.5%、
17.0%、10.7%，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我国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值2.43，比上年同期缩小0.09，
差距继续缩小。增速方面，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6.3%，高于城镇居
民的12.2%。总体看，我国居民收入延续
了去年同期以来逐季走高的趋势，保持稳
定恢复性增长。

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33.9%，市场进一步复苏

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5221亿元，同比增长33.9%，两年平均增
长4.2%。其中，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484亿元，同比增长34.2%，比1至2月份
加快0.4个百分点。全国网上零售额28093

亿元，同比增长29.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

燕生表示，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居民收入增
加、扩内需政策效应释放等因素推动了一
季度消费市场的快速恢复，前期受到制约
的住宿、餐饮等线下消费正逐步改善。下
一步，随着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支持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政策持续显效，
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恢复，居民消费潜力
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有望持续复苏。

物价：CPI同比持平，全年有望保
持在温和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持平。其中，3月份由上月的同比下降
0.2%转为上涨0.4%，涨势比较温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杨志勇认为，CPI同比持平，是经济较为
健康的表现。3月份CPI温和上涨，主要
受汽油柴油价格上涨带动，但我国工业产
业体系完整，生产能力充足，宏观调控有
力，工业消费品不存在大幅上涨的基础。
食品价格领域，生猪生产持续恢复，猪肉价
格连续下降。全年来看，CPI上涨压力不
大，有望继续平稳，保持在温和的区间。

房地产：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
长88.5%，坚持“房住不炒”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5.6%，两年平均增长7.6%。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 3600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3.8%，两年平均增长9.9%；商品房销售额
38378亿元，同比增长88.5%，两年平均增
长19.1%。

针对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升温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约谈了广州、合肥、
宁波、东莞、南通等5个城市政府负责人，
要求牢牢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
的手段。

中指研究院院长莫天全表示，在坚持
“房住不炒”的定位下，各地房地产调控将
更加趋向目标精准、措施有力，以实现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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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96期3D开奖公告

2 4 4
天津投注总额：55506855506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58注
168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708 15051612 11+29

第2021042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137944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0注
6注

210注
506注
7733注
9511注
87574注

0元
32843元
1876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6105036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通知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4.5%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从2021年1月1日起，为
2020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
调整水平为2020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5%。这
意味着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17连涨”。

据人社部养老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调整继续采取定
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其中，定额
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
致；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使在职
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
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和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等群体
予以照顾。

这份《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要
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抓紧组织实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
人员手中。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国民经济“成
绩单”和多个领域近期公布的“春季报”梳理出重
要经济数据，由此观察“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
济的发展脉动。

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

因组织及参与非法集结
被判监禁14个月并加控两罪

一季度“成绩单”公布

关键数据释放出哪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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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4月16日电香港特区区域法院16日在西九
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后宣布，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因于2019
年8月18日、8月31日组织以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案共
被判处监禁14个月。

法院16日还审理了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欺诈等
其他两个案件，控方加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
害国家安全”“串谋作出一项或一连串倾向并妨碍司法公正的
作为”两项罪名。

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等9人涉及2019年8月
18日的“流水式”集会，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及一项参与未
经批准集结罪。该案件2月16日由香港特区区域法院在西九龙裁
判法院开庭审理。9名被告中，区诺轩在法庭上承认两项控罪，梁耀
忠只承认其中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黎智英等其余7名被告
在2月16日的庭审上不认罪。案件3月10日继续审理，全部控方
证人当日下午作供完毕，法官裁定所有控罪表证成立。4月1日，法
官作出裁定，黎智英等7名被告上述两项控罪成立。

4月16日，法官宣判，黎智英被判囚12个月，李卓人被判
囚12个月，梁国雄被判囚18个月，何秀兰被判囚8个月，何俊
仁被判囚12个月、缓刑2年，李柱铭被判囚11个月、缓刑2
年，吴霭仪被判囚12个月、缓刑2年，此前已认罪的梁耀忠被
判囚8个月、缓刑1年，区诺轩被判囚10个月。

黎智英及李卓人、杨森被控于2019年8月31日明知且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3人已在4月7日逐一承认控罪。法官4
月16日审理该案件后判决，黎智英被判囚8个月，杨森被判
囚8个月、缓刑1年，李卓人被判囚6个月。

黎智英与李卓人“8·31”案件部分刑期与“8·18”案件同
期执行，两人两案总刑期均为14个月。

法院当天还审理了黎智英所涉的其他两个案件。一是违
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
害国家安全罪，2020年12月12日上午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
院出庭受审，法官宣布案件押后至2021年4月16日再审。
在当天的审理中，黎智英被加控两项罪名：一项是“串谋勾结
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另一项是“串谋作出一项或
一连串倾向并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法官16日宣布将案件
押后至6月15日再审。

二是欺诈案。法官16日审理后宣布，将案件排期至5月
6日在区域法院进行答辩。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魏玉
坤 王雨萧）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49310
亿元，同比增长18.3%，环比增长0.6%，相
比 2019 年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长
5.0%，实现稳健开局。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一季度，
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生产需求
扩大，市场活力提升，就业物价稳定，民生

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开局良好。
从生产来看，一季度，农业生产总体

平稳，生猪产能显著恢复。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5%，环比增长
2.01%；两年平均增长6.8%。服务业恢复
性增长，市场预期向好。从需求来看，一季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221亿元，同
比增长33.9%，环比增长1.86%；两年平均
增长4.2%。全国网上零售额28093亿元，
同比增长29.9%，两年平均增长13.5%。全

国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高技术产业和
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快。货物进出口总额
84687亿元，同比增长29.2%。其中，民营
企业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6.7%，比上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

此外，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297万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30
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3.7%，

两年平均增长4.5%，其中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好于城镇居民收入。

刘爱华表示，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
际环境错综复杂，具有较强的不确定不
稳定性；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
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发展
中又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下一步，要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深化改革开放创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季度增长18.3% 两年平均增长5.0%

中国经济稳健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