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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

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13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6.4%，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持平，比上

年同期和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

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当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 总的来看，

一季度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为全年经济稳

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从生产来看，一季度，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

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初步统计，3

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情况有所好转。

一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4%，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2个百分

点。

从需求来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3%，增速比1至2月

份加快0.1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回落

1.5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6.3%，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0.2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统计显示，一季度，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324万人。 3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

0.1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1%，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

此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发展信

心有所增强。 一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24.6，比上年四季度提高3.2点。

“但也要看到， 全球经济增长和国

际贸易有所放缓，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较

多，国内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改革

发展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毛

盛勇说，下阶段，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充分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 狠抓各项政策落实落

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推

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

日， 全省 2019 年立法工作会议在广

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召开。 今年共

安排 20 件法规项目， 其中， 继续审

议的法规案 8 件， 初次审议的法规案

12 件。 此外， 安排预备审议项目 29

件。

其中，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立法项目主要有无

线电管理条例

（修改 ）

、 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条例

（修改 ）

、 自主创新促进

条例

（修改）

、 标准化条例、 大数据

应用管理条例、 统计条例、 人力资源

市场条例、 航道条例、 版权条例。

打好三大攻坚战特别是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的立法项目主要有： 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

（修改）

、 河道管理条例

（修改 ）

、

水污染防治条例、 湿地保护条例

（修

改）

、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 办法

（修改 ）

、 海岛管理

条例、 环境教育条例、 建筑废弃物管

理条例、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修改）

、

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修改）

。

推进社会治理、 保障和改善民生

方面的立法项目主要有： 防汛防旱防

风条例、 化妆品安全条例、 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

（修改 ）

、 工伤保险条例

（修改）

、 学校安全条例、 青年创业促

进条例、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

例、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 办法、 发展中医条例

（修改）

、

艾滋病防治条例、 母婴保健管理条例

（修改）

、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

摊贩管理条例

（修改）

。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方面的立法项目主要有：

农村公路条例、 种子条例、 深汕特别

合作区发展条例。

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 推

进法治广东建设的民主政治领域的立

法项目主要有： 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条例

（修改 ）

， 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规定

（修改）

， 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

（修

改）

， 预算审批监督条例

（修改）

。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挥

文化引领支撑作用方面的立法项目主

要有：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红十字会

条例

（修改 ）

、 全民健身条例、 宗教

事务管理条例

（修改 ）

、 社会信用条

例、 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传统工艺美

术保护条例、 志愿服务条例

（修改）

、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

（修改 ）

、 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管理规定

（修改）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

员 刘红艳 ）

广东省第十届大学生运

动会将于5月6日至5月31日举行。 昨

日，大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本届省大运

会共有133所高校17000余人参加。 今

年， 省大运会首次允许在广东省就读

的普通全日制台湾籍在校学生参赛。

本届大运会为期26天， 参赛高校

数、队伍数、运动员人数创历届之最。

共有133所高校参加，其中本科院校62

所、专科院校71所。参加此次大运会共

计17000余人，其中运动员11600余人、

教练员3500余人、裁判员近1000人、各

代表团团部人员1000余人。 今年还首

次允许在广东省就读的普通全日制台

湾籍在校学生参赛。也就是说，具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包括港澳台）

的普

通全日制在校学生均具有本届省大运

会的参赛资格。

大会设有田径、游泳、篮球、排球、

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套

路、健美操、定向运动11个比赛项目。

比赛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分别是

本科院校普通学生、 高水平运动队及

体育类专业学生和高职、高专学生。各

相关赛事活动共由13所高校承办。

今年2月，省大运会筹委会向社会

公开征集运动会会徽、会旗、会歌和吉

祥物。 昨日， 发布会上公布了中标作

品。 其中， 中标会徽名为“悦动的青

春”。 吉祥物“粤粤”是广东省的简称，

以含苞待放的“红棉花”代表大学生，

体现岭南独特文化魅力和精神面貌。

“U”的笑脸则具有“university”的首写

字母“U”的形态，体现“学生阳光体育

运动”的全民参与特色。

信息时报讯

据《北京青年报》报

道，发酵了一周多的西安奔驰女车主维

权事件，16日双方达成和解。昨日凌晨，

记者从西安奔驰女车主方获取了与奔

驰达成的《谅解协议书》。

协议书内容包括：西安利之星在30

日内为女车主更换一辆全新梅赛德

斯-奔驰型号CLS300动感型轿跑车版

车辆， 并敦促第三方返还垫资服务、代

办挂牌、抵押登记等服务费共15575元。

西安利之星向女车主交通补偿费1万

元，并自愿在女车主农历生日时为她承

办一场生日会并承担相关费用，同时邀

请她前往奔驰厂家参观汽车制造过程。

女车主的家人陈先生

（化名 ）

告诉

记者， 西安利之星将在新车到货前，为

其提供一辆同款代步车供他们使用。

“至于邀请我们去厂家参观， 我们觉得

很有诚意，但是不一定真的会去。 ”

和解消息传出后，不少网友提出为

什么4S店没有“退一赔三”。陈先生告诉

记者，经过PDI检测，女车主购买的这

辆车是新车， 并不是事故车或者翻新

车，“我们也认可这检验结果，所以不存

在需要退一赔三的情况”。

针对有网友质疑女车主是否私底

下与奔驰方另有补偿协议，陈先生表示

这都是无稽之谈。“我们不会为了一笔

经济补偿而损害我们的信誉，现在有那

么多网友关注和支持我们，我们认为自

己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不会为了那点钱

把自己的价值弄丢。我们的个人信誉和

价值要高于经济补偿。 我们也不太贪

心，我们收获了现在这样的‘战果’已经

很满足了， 也在此感谢网友们的支持，

他们也是我们的‘战友’。 ”

2月25日， 女车主在西安利之星签

约购买了一台奔驰轿跑车。 3月27日提

车后发现发动机渗漏机油，次日将车辆

送交西安利之星检修，确认发动机渗漏

机油。女车主在奔驰车引擎盖上哭诉维

权的视频上网后，引发广泛关注。

我国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4%

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积极因素逐渐增多

全省2019年立法工作会议召开，今年安排审议20件法规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今年将初审

二、初次审议的法规案（

12

件）

一、继续审议的法规案（

8

件）

今年安排的

20

件法规项目

奔驰女车主与西安利之星达成和解

更换一辆新车返还 15575 元，补偿交通费 1万元，为女车主承办一场生日会

广东省第十届大学生

运动会下月开幕

1.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修改）

2.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

3.广东省农村公路条例

4.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修改）

5.广东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6.广东省红十字会条例（修改）

7.广东省全民健身条例

8.广东省化妆品安全条例

1.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修改）

2.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修改）

3.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改）

4.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修改）

5.广东省种子条例

6.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修改）

7.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修改）

8.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9.广东省标准化条例

10.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修改）

11.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

12.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吉祥物“粤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