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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民生托底 货运畅通 产业循环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0178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

中国经济“进”势继续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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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0178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
4月 18日发布的2022年中国经济

首季答卷显示，面对国际环境更趋复杂
严峻和国内疫情频发带来的多重考验，
中国经济迎难而上，开局总体平稳。

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
加大，经济发展面临较多困难和挑战，实
现全年发展目标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一季度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
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
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影响加大。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当日举行的国
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面对复杂局面，各地
区各部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主要宏观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一
季度，中国GDP增速高于上年四季度0.8
个百分点；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5%，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1.1%。外汇储备稳定在3.2
万亿美元左右，国际收支状况保持稳定。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的同时，“进”势
继续彰显，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一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
点；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
率比上年同期提高18.7个百分点……经
济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创新发展态势持续，绿色转型稳步
推进。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4.2%；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同比下降2.3%。

不过，3月份以来世界局势复杂演
变，国内疫情影响持续，有些突发因素超
出预期。部分主要指标增速放缓，经济
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升高，3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8%；房地
产销售下降，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2.7%；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长有所
放缓，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有所增加……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越是困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
实干。

3月份以来，全国疫情多发，对一些接
触性行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冲击影响
较大。
“疫情条件下，居民的批零住餐、交通

运输、文化旅游等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有所
减少，给相关行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一
些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出现停产减产，交
通物流受到影响，也制约了工业生产。”付
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推动经济持续恢

复，要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快推进已出台政
策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扩大内需，持续助企
纾困，保障基本民生。

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基。针
对就业压力有所加大，付凌晖说，要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推动减负稳岗扩就业，积极稳
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做好大学生和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促进就业形势保
持稳定。

今年以来，主要受国际地缘政治冲
突加剧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不稳
定性增加，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面临一定
压力。
“要进一步落实已出台的能源保供稳

价政策措施，积极增加煤油气电等主要能
源产品供给，积极应对国际能源价格上涨
所带来的风险，坚决守好民生用能底线，确
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付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把稳增长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狠抓政策落实，力争早落地早见效，有效应
对突出矛盾，稳定经济基本盘，推动高质量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从下阶段走势看，虽然短期经济运
行存在一定压力，但是从全年来看，我国
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仍有不少有利条件。”
付凌晖说。
“三驾马车”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消费恢复态势有望持续。随着疫情

影响逐步得到控制，就业优先政策持续
发力，将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提升。
投资拉动作用有望提升。随着我国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不断加大，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新兴行业创新发展势头增强，将
有利于带动产业投资增长。同时，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
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也有利于投资扩大。
对外开放红利继续显现。尽管国际环

境复杂严峻，但总的看，世界经济仍在复
苏，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仍会增加。
“我国出口企业在疫情条件下，适应外

部需求变化的能力比较强，同时稳外贸政
策持续发力，共建‘一带一路’成效不断显
现，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都有利于进出口
增长。”付凌晖说。

此外，宏观经济政策将不断显效。针
对近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地区各部门
将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靠前安
排和加快节奏，积极帮扶市场主体，保障粮
食和能源安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兜
牢民生底线。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将
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总的看，我国产业体系全，超大规模

市场空间广，改革开放红利多，经济治理能
力强，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从全
年看，我国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付凌晖说。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主要宏观指标
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季度

经济结构
调整优化
制造业增加值
继续提升

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1%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

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

消费主导作用明显

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为69.4%
比上年同期提高18.7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下降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为2.39
比上年同期缩小0.04

据新华社电

中国GDP增速高于上年四季度

0.8个百分点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平均为5.5%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1%

外汇储备稳定

在3.2万亿美元左右
国际收支状况保持稳定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4月18日，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会议并部署十项重
要举措。国务委员肖捷主持会议。国务委员赵克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有关部门和地方作了重点发言。
会议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脑中要有全局。要关心群众和防疫

人员生活和身心健康，改善物流从业人员工作生活条件并给予延期还
贷等金融支持。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核酸检测结果48小
时内全国互认，实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
由限制通行。要逐个攻关解决重点地区突出问题。要着力稳定产业链
供应链，通过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用于交通物流领域的1000亿
元再贷款撬动1万亿元资金，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装备制
造、农用物资、食品、医药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
会议强调，各级政府都要建立工作机制，集中统一指挥，分工分级负

责。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建
立举报投诉机制，用好12328热线，24小时专人值守，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香港4月18日电（记者 刘明洋）香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资审会）18日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已完成审查李家超作为
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的资格，并裁定其提名有效。
香港特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于2022年5月8日举行，提名期

从4月3日开始，至4月16日结束。提名期限内，选举主任共收到1份
提名表格，该候选人为李家超。
当天刊登的宪报公告显示，李家超获得的有效选委提名数为786名。
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法选出，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
员的提名，且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须不少于15名。

香港特区资审会宣布已完成
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资格审查
候选人李家超提名有效

中国长城博物馆征集改造方案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项

目（方案设计）资格预审公告正式发布。项目采取公开征集方式，接受
境内外、港澳台设计机构或联合体应征。
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头号

建设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
米。按计划，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后，将由展览中心、游客中心、长
城国际研究与交流中心三大区域组成，建设成为全面展示阐释中国长
城历史脉络及长城文化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