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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破百万亿元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陈炜伟 邹多为）国家统计局18日发
布数据，初步核算，2020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1015986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分季
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
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
增长6.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
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当天举行的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2020 年，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济运行
稳定恢复，就业民生保障有力，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
于预期。

从生产来看，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生猪生产持续较快恢复。全年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较快增
长。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与上
年持平，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全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四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速比三季度加快3.7个百分点。全年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9%，
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较
快。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1.9%，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同时，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5%，低于上年2.9%的涨幅，也低于
3.5%左右的全年预期目标。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131.8%。
2020 年年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全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宁吉喆说，同时应看到，疫情变

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下
一步，要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
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2.3%！2020年中国经济逆势增长

GDP破百万亿元！国家
统计局18日出炉的2020中
国经济年报，不仅见证中国经
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也在极不
平凡年份下交出一份高含金
量的靓丽答卷。

GDP 破百万亿元意味
着什么？经济含金量高在
哪？消费全年负增长怎么
看？……在当日举行的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
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
长宁吉喆围绕热点关切，权
威解读中国经济“成绩单”。

“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
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宁吉喆说。

以经济实力为例，几个“世界第
一”见证我国社会生产力达到新的水
平：2020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
持续居世界第一；220多种工业产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
续11年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营运总
里程、高速公路里程、5G终端连接数
均居世界第一……

看到成绩，也要直面挑战。宁吉喆
强调，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是世界上
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与主要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变，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仍
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宁吉喆表示，尽管疫情给经济
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我国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2020年经济“成绩单”含金量十足：

——创新第一动力持续增强。
2020年1至11月，规模以上战略性

新兴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8.6%，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7个百分
点；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
电路产量高位增长……

——协调内生特点日益凸显。

产业结构转型迈出新步伐，全年装
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6.6%、7.1%；需求结构调整
取得新进展，高技术产业、社会领域
投资均比上年增长10%以上……

——开放必由之路十分开阔。
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萎缩背景下，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
资双双实现正增长，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
投资协定谈判完成……

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下降3.9%，全年呈负增长，如
何看待这一现象？未来怎样激发消
费潜力？

对此，宁吉喆表示，尽管全年消
费增长为负，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逐季回升，三四季度增速
已转正，且接近前几年正常水平。

此外，尽管受疫情冲击，但最终
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54.3%，高

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
近年来最高水平。“消费仍然是经济
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他说。

“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有效控

制，消费需求的动力也将进一步恢
复。”宁吉喆说，从2021年情况看，支
撑经济稳定恢复的有利因素较多。
下一步，将继续在提高居民消费能
力、完善消费政策、改进消费环境等
方面发力，努力开拓更多消费增长点。

“成绩单”是否真正靓丽，关键
体现在百姓获得感上。

在宁吉喆看来，回顾过去一年，
民生保障可以说“有力有效”，重点
体现在就业扩大、价格总体稳定、收
入继续增长三方面。

比如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
比预期900万人的目标增长明显；居
民收入增长从年初的-3.9%到四季
度的2.1%，逐季好转……

未来保障民生还会出哪些实
招？宁吉喆说，要进一步推动经济
稳定恢复，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
扶，进一步稳定就业，做好保供稳

价工作，加强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
障，扎实做好保市场主体工作，巩
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础，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居民收入差
距继续缩小。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跃上新的大台阶 经济含金量十足

消费仍是压舱石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月
18日，中宣部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大型
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
明出席并讲话，强调隆重庆祝建
党百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要记录历史伟业、展现
百年风华，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
产党的故事，齐声唱响共产党好
的主旋律，大力营造举国共庆百
年华诞、齐心协力开创新局的浓
厚氛围。

黄坤明指出，百年征程波澜
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要走
进历史深处，生动讲述老故事、深
入挖掘新故事，全面展现百年大

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突
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
民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
事业、伟大梦想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要走进人民心间，充分反映
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要走进思想高地，广
泛弘扬各个历史时期铸就的伟大
精神，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
内涵和时代价值。要走进奋斗一
线，展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创造
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凝聚立足
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的编辑
记者代表在北京主会场和各省区
市分会场参加启动仪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代表在北京主会场和各省区市分会场参加启动仪式

中宣部、公安部发布
2020“最美基层民警”
先进事迹

据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
词精神，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0“最美基层民
警”先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2020“最美基层民警”，包括傅天
雷、张岩、斯日古楞、陈帅、沈云如、宣恒、苏海福、贾
铭毅、肖振宇、刘俊、安志、陈子丽（女）、何巧（女）、熊
中华、贺小东、任建华、陶永生、赵林、杨东卫、李庆
峰等20名当选者，以及殷刚、李姝（女）、张伟、王剑
峰、吕宏伟、李勇、梅玉胜、邓柱华、王小双、胡雷、贺
丽远、次仁朗珠、成亮、叶战军、胡瓦尼什·波拉提、
王玉纯、路涛等17名提名奖获得者。他们中，有扎
根群众、服务百姓永不止步的派出所民警；有扫黑
除恶、打击犯罪智勇双全的刑侦民警；有逆行而上、
绝地营救的尖刀特警；有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执法
服务水平的交通民警；也有英勇无畏、热血铸忠诚
的缉毒民警；守卫边疆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守
护百姓出行平安的铁路公安民警；展现大国警察
风采的驻外警务联络官等。他们奋战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第一线、防汛抗洪的最前沿、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虽然岗位不同，但始终以铁一般
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
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
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用鲜血、汗水乃至生
命，忠实践行着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总要求，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外交部：

中方已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
实施对等制裁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马卓言 孙
楠）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说，针对美方错误
行径，中方已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
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
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1月15日发表声明称，对6名中国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制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行径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中国司法主权，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
烈谴责。

她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我们坚
定支持香港特区有关部门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
为，维护法律权威，捍卫国家安全。”

华春莹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美方必须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停止打着各种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国家
安全，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外交部：

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
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孙楠 马卓
言）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问题上采取放松美台交
往限制等行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鉴于美方错误行径，
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
官员实施制裁。

1月18日，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一名与会者
在拍摄嫦娥五号任务着陆上升组合体等航天器模
型和返回器实物。

当日，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大
使走进中国探月工程”活动，邀请部分外国驻华使
馆及国际组织人员来到嫦娥五号任务地面应用系
统总体单位国家天文台，宣介《月球样品管理办
法》，颁发嫦娥五号国际合作伙伴纪念牌，参观月
球样品存储和处理设施设备。 新华社发

大使走进中国探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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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18日电（记者
郭敬丹）记者近日从上海市委宣传
部获悉，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将于今
年“七一”前正式开馆。

这一备受瞩目的“新馆”基本
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 3700 平方
米，将聚焦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在上海的革命实践，展出各类展
品超 1000 件，其中实物展品 600
余件。

据悉，该展厅将布置“伟大的
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
列”展览，以“初心使命”贯穿全
篇，通过序厅、“前仆后继、救亡图
存”“民众觉醒、主义抉择”“早期

组织、星火初燃”“开天辟地、日出
东方”“砥砺前行、光辉历程”和尾
厅等 7 个板块，综合采用文物实
物、图片图表、动态视频、油画雕
塑、实景还原、多媒体声像等多种
展示手段，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历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项目于

2019年8月31日开工，紧邻中共一
大会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南
路、兴业路路口以东，2020年7月实
现建筑结构封顶。

据了解，相关工程建设将于今
年4月底实现项目竣工。5月，中共
一大纪念馆拟试运行，7月1日前正
式开馆。

建成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将
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
馆等部分组成。其中新建展馆总建
筑面积约9600平方米，包括基本陈
列展厅、报告厅、观众服务中心等服
务设施。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根
据上海市最新复核统计，上海现存
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上海解
放这段时期内的各类红色资源612
处，包括旧址、遗址497处，纪念设
施115处。

中共一大纪念馆今年“七一”前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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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海轮正在停靠广西钦州港码头一艘海轮正在停靠广西钦州港码头（（20212021年年
11月月1616日摄日摄，，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