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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魏玉坤 周圆）国家
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表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国内
生产总值（GDP）12102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3%。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
台阶。

统计数据显示，按年均汇率计算，120万亿元折合美
元约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022年我国人均
GDP达到8569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按年平均汇率
折算，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意味着我国的综

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国际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

提升，意味着我国发展基础更牢、发展质量更优、发展动力
更为充沛，意味着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且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说。

从经济增速来看，康义表示，现在德国公布了全年经
济增速预估数，为1.9%；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
美国、日本2022年GDP增长都不会超过2%，“在这么多超
预期因素反复冲击下，我国3%的GDP增速是一个比较快
的增长速度”。

2022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731亿斤，连续8年稳
定在1.3万亿斤以上；全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
造业增加值达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稳定在44万亿元左右；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7.4%，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8个百分点；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9%，与经济增长基本
同步……
“总的来看，2022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积极成效，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经济总量持续扩
大，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
杂严峻，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
然较大，经济恢复基础仍不牢固。”康义说，下阶段，要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努力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新国门”全面复航

中国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

2022年GDP突破120万亿元 增长3%

我国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7日表示，随着中国疫情形势整体向好、生产生活加快恢复正常，
中国经济社会活力和潜能将充分释放，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
更多信心和力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
曼16日表示，非常欢迎中方调整疫情防控措施，这将有助于确保
供应链高效运转，有助于缓解全球通胀。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说，近期越来越多的国际专业机构普遍认为，中方优化
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重大利好。世界经济论
坛总裁布伦德日前表示，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将进一步推动经
济增长，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23年
中国经济将稳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积极因素。摩根士丹
利、高盛集团、汇丰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法国外贸银行等多家国
际投行和金融机构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中国政府因时因势主动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是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之举。”汪文斌说，随着中国疫情
形势整体向好、生产生活加快恢复正常，中国经济社会活力和潜能
将充分释放，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7日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双方正就有关
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将于2月5日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举行会晤。能
否介绍有关信息？

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
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也希望美方树立正确
的对华认知，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同中方相向而行，
不折不扣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轨道。

据新华社河内1月17日电（记者 孙一）据越通社17日报道，
越南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当天召开会议，同意阮春福辞去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越南国家主席职务。

越通社报道说，在担任越南政府总理期间，阮春福领导越南经
济社会发展和抗击新冠疫情，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有包括
两名政府副总理和三名部长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违反规定，造成了
严重后果，阮春福承担领导责任。阮春福认识到自身对党和人民应
有的责任，向越共中央递交了辞去各项职务的申请书，请求退休。

我外交部

中方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阮春福辞去越南国家主席职务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罗鑫 吉宁）17日上
午9时许，前往香港的CZ309航班腾空而起，中国“新国
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暂停”近三年的国际及地区客运
航班“重启”，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这
次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班恢复后，标志着“新国门”全面复

航，敞开怀抱欢迎世界宾朋。据介绍，大兴机场同期恢复
国际通程中转服务，恢复执行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将有效促进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和经济发展。

1月17日，在北京大兴机场，乘坐CZ309次北京大兴

飞往香港航班的旅客办理值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基辅1月16日电（记者 李东旭）国际原子能机构16
日在位于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南乌克兰核电站举行升旗仪式，
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团开始入驻该核电站。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出席了升旗仪式。格罗西表示，继扎波罗热核电站后，国际原子能
机构正在扩大在乌其他核电站的存在。观察团将负责观察袭击活
动对核设施的影响。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
南乌克兰核电站派驻观察团。按照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将向赫
梅利尼茨基核电站、罗夫诺核电站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派驻专家。

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团入驻南乌克兰核电站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16日电（记者 陈斌杰 李
超）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16日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
斯拉开帷幕。这是该论坛年会自新冠疫情暴发后首次
于冬季以线下方式举行。

本次年会主题为“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将
持续至20日。年会汇聚全球约2700名政界、商界、学
界和媒体代表，侧重如何应对粮食和能源危机，如何应
对高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如何应对工业不景气，如
何应对社会脆弱性问题，如何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等五
大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布伦德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表示，今年面临全球性衰退风险，风险源自战争、
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等，本届年会是在几十年来最
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背景下召开的。

世界经济论坛16日发布《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
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受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美欧
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今年世界经济预
计陷入衰退，欧美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尤为黯淡。

报告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
2023年世界经济预计出现衰退。

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
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
性机构。其前身是1971年由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
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开幕
发布报告称2023年欧美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上接第3版）

前款规定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其违纪行为主要发
生在在职期间或者与在职期间的职务有密切关联的，有
监督执纪权限的相应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或者国
有企业内设纪检组织审查后认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
可以按照其退休前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确定处分批准
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党纪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当
抄告相应党的街道工作委员会、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
委员会予以执行。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由党的街
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至第三款规定的条件，经其所在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形
成决议，报请党的街道工作委员会审议同意后，作出恢
复其党员权利、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或者给予其开除
党籍处分的决定，并抄告原作出党纪处分决定的党组
织；其中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还须依照本规定呈报派出
党的街道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的地方纪委常委会审查
批准。

给予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相应乡镇（街道）党委和所
辖村（社区）党组织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
人员党纪处分，参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给予以退休方式移交人民政府安置
的退役军官中的党员党纪处分，一般可以根据其退役前
的职级或者军衔等级（适用于实行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
制度改革后的退役军官，下同），由相应的地方纪委常委
会审查批准，其中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
除党籍处分的还须报同级地方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

退役前系师职军官（大校军官以及相应职级文职
干部）、团职军官（上校、中校军官以及相应职级文职干
部）的，一般应当分别由省级纪委、设区的市级纪委负
责履行处分审批程序；系营职以下军官（少校以下军官
以及相应职级文职干部）的，由县级纪委负责履行处分

审批程序。
第四十六条 给予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或者自主择业

方式安置且未被停发退役金的退役军官中的党员党纪处
分，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地的县级纪委常委会审查批准，其
中拟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还
须报同级地方党委常委会审议批准。

给予以复员方式退役的退役军官，以及采取以逐月领
取退役金、自主就业、退休或者供养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士
中的党员党纪处分，由其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依照本规定
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
中的退役军官、军士的违纪行为主要发生在服役期间或
者与服役期间的职务有密切关联，由军队纪律检查机关
审查的，军队纪律检查机关可以依照其退役前的职务对
应的处分批准权限履行处分审批程序并作出党纪处分决
定，抄告退役军官、军士组织关系所在地县级党委、纪委
予以执行。

前款规定中的违纪行为由地方纪律检查机关立案审
查的，地方纪律检查机关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四十五条、第
四十六条规定履行处分审批程序。

第四十八条 有监督执纪权限的纪律检查机关审查
认为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
格的，可以直接给予其批评教育或者按照程序延长一次预
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按照程序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由有监督执纪权限
的纪律检查机关向预备党员所在党组织提出书面建议，预
备党员所在党组织无正当理由应当采纳并交由预备党员
所在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形成决议，呈报有审批预备党员

权限的基层党委批准后作出处理决定。
预备党员组织关系隶属于党的工作委员会的，参照前

款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所确定的权限，均系应当遵照的
最低权限。

第五十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以下，除有特别标明外均
含本级、本数。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所称严重触犯刑律，是指因犯罪
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

第五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履行处分审批程序，是指依
照本规定确定的处分批准权限和程序，对处分事宜进行审
议、报批并按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决定。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有监督执纪权限，是指按照
监督执纪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的规定，对涉嫌违纪党员有
权行使监督执纪职责，有权对其违纪问题予以立案审查，
有权对其提出党纪处分建议或者按照程序作出党纪处分
决定。

第五十四条 军队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
定，由中央军委根据本规定制定。

第五十五条 本规定由中央纪委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央纪

委1983年 7月 6日印发的《关于处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
准权限的具体规定》和1987年 3月 28日印发的《关于修
改〈关于处分违犯党纪的党员批准权限的具体规定〉的
通知》同时废止。此前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
本规定为准。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

保通保供保稳，保障防疫大局

——我国三年抗疫实践述评

扫一扫 看全文

物资有保障，战“疫”有力量。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开展了
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水、电、燃气、通信不停，医用和
生活物资供应不断，粮食、能源等重
点行业有序运转，基本民生得以有效
保障。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进一步
加大药品、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力
度，更好保障防疫大局，确保实现平
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