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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为国记账”怎么记？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天刚蒙蒙亮，国家统计局肥西调查队调查队员樊良瑞就
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要到肥西县上派镇城东社区核实小
区拆迁信息。

小樊连日奔波在肥西县的大街小巷， 只为核准最新的全
县城乡区划数据。像他这样的调查员在全省还有数千名，随着
他们分批次进入全省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摸底调查，标
志着五年一周期的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正式启动。今年，全省
将有近 2 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被抽中为国家记账户， 他们将代
表安徽省 6000 多万常住居民，承担“为国记账”的重任。

什么是“为国记账”

今年 4 月 18 日，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正式对外公
布了 2022 年一季度全省国家调查主要数据。其中，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人均消费支出、PMI 指数、CPI 和 PPI 指数、生
猪存栏量、鲜菜和鸡蛋价格涨跌幅等数据，引起广泛关注。很
多人好奇，这些数据怎么来的？ 准确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名
词———住户调查。

“住户调查是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一项重要民生调
查，迄今已开展 70 多年。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副总队
长许善军说，“调查对象庞大、内容丰富，既有收入、消费、资
产等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有社保、教育、医疗、就
业等与民生保障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有生产、经营、投资等经
济活动内容，是一类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而又关系国计民生
的重要调查。 ”

“住户调查采用居民记录家庭收入支出流水账的方式，
收集老百姓家庭每一笔收支数据，最后经各级统计部门层层
计算汇总，由国家、省、市、县逐级反馈，得出各地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 ”许善军补充说。

目前，全省 16 个市、116 个县（市、区）有 1.4 万户居民家
庭代表全省近 2000 万户家庭 “为国记账”， 平均 1 户代表
1400 户左右居民家庭。

为何要开展大样本轮换

“2017 年到 2022 年，我省有 1.4 万户居民家庭参与住户
调查，迄今已有 5 年时间。”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居民收
支处处长邓炜炜说。

记账户如果记账时间过久， 容易引起他们厌倦情绪，可
能不再愿意积极配合调查，从而使调查质量下降。 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每个调查户的家庭情况都会发生变化，“样本老
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部分记账户会因为种种原因退
出记账工作。

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地域范围不断
扩大，原来的农村变为城镇。 5 年前划分的城乡范围，已经不
能真实反映地域变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统计局在顶层设计时，规定每
5 年更换一次记账户，就是把上一批 1.4 万户全部换出，重新
抽选新的记账户，这个过程称为‘大样本轮换’。 ”邓炜炜说。

许善军表示，经过多年的工作验证，有一套相对科学、完
善的抽样方法，可以保证随机性，最终抽中的记账家庭基本
能涵盖社会各个阶层、领域，既有拿固定工资的上班族，也有
田间地头的农民朋友，既有各行各业的白领人士，也有需要
政府帮扶的低收入户。具体来说，大样本轮换工作启动后，第
一步是核实全省所有的市、县（区、市）、乡镇（街道）、村居（社
区）的名录，保证各级行政区不重不漏。第一轮进村居的摸底
调查，就是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作为基础，对相关
指标进行核实。

“统计部门将根据每个社区的人口数量、年龄、文化程
度、住房和汽车情况等指标，在全省范围内，从近 1.8 万个村
居（社区）中随机抽取 1800 个左右的调查小区以及 18 万户
家庭进行摸底调查。 ”邓炜炜说。

从今年 9 月开始，统计调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对这些家
庭逐一上门调查。 调查人员上门后将进一步核对人口、家庭
收入、文化程度等相关情况。 “经过上门摸底之后，可以消除
城乡范围变化、人口流动、样本个体变化等各方面情况对数
据准确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邓炜炜说，摸底调查得到结果，
是最终全省抽取“国家记账户”最重要的依据。

如被抽中需要做些什么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稻香阁小区的记账户成敏，是 1.4 万
户记账户之一。翻开她的账本，条条账目一目了然，详细记录
着每天的收入和花费，大到买一辆汽车、小到买一瓶矿泉水，
都要入账。

不仅如此，实物收入也要换算计入。 “比如，端午节的时
候朋友送来一袋粽子，这也是收入的一部分，我按照 30 元记
录了下来。 ”成敏说。

记账这么详细，会不会泄露隐私？据介绍，各级统计机构
的工作人员都会严格遵守《统计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所
有数据仅仅作为统计用途，绝对不会将收集上来的个人信息
对外泄露。当然，参与这项工作也不全是义务工作，对于每个
记账家庭，都会按月发放一定的调查补贴，记账质量好的家
庭还有一定的奖励。

账本上一个个小数字，汇集到一起可以起到大作用。“从
宏观上看，住户调查数据是党委政府掌握民生状况、制定民
生政策、评估政策效果的重要依据。”许善军说，从微观上看，
退休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城乡低保标准、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助、民事赔偿标准等政策
的制定都跟住户调查息息相关。

我省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全面启

动， 今年将有近 2 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被
抽为国家记账户———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市场稳步复苏

趋势向好

暑运旺季到来，民航市场呈现复苏态
势，随着航班计划执行率的提高，航班量
稳步上升，部分热门航线甚至出现一票难
求的情况。

6 月份以来，随着疫情形势向好，民航
市场明显回暖。 上半年合肥机场共保障航
班起降 2.88 万架次， 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 61.8%，出港平均客座率 67.3%。

“目前，前往新疆的航线最为热门。 同
时， 伴随着暑假来临， 合肥前往昆明、广
州、重庆、威海等地的航线，也颇受欢迎。 ”
东航安徽分公司市场销售人员表示。 进入
7 月以来， 中国东航在合肥机场的航班量
已经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95%， 客座率
也在稳步攀升当中。

“6 月份航班执行率已经恢复六成，最
高一天进出港航班近 100 班，民航业复苏
强劲。 ”东航安徽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小雄
表示，受近期局部地区疫情反复，出行不
确定性增大， 导致短期出行意愿减弱，影
响复苏态势。 但从长远看，随着疫情防控
更加科学有力，疫情形势持续好转，民航
市场有望迎来快速恢复。 陈小雄认为，“十
四五”时期支撑民航持续较快增长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 航空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仍
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
有新的发展变化。

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
好、多轮民航纾困政策落地，航空运输市
场复苏态势明显，市场信心进一步提振。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 航空业明年将
恢复盈利，尽管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放缓，
但被压抑的出行需求释放将支持民航市
场复苏。

根据 《“十四五 ” 民用航空发展规
划 》，受疫情影响 ，民航 “十四五 ”发展
将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 2021~2022
年是恢复期和积蓄期 ，要进一步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和民航发展成果 ，稳定扶持
政策 ，积蓄发展动能 ，促进行业恢复增
长 ；2023 ~2025 年 则 是 增 长 期 和 释 放
期 ，重点要扩大国内市场 、恢复国际市

场 ，着力增强创新发展动能 ，加快提升
容量规模和质量效率 ，全方位推进民航
高质量发展 。

陈小雄表示，一方面严格落实各项疫
情常态化防控措施， 进一步加固屏障、织
密防线、完善预案，管控好生产运行逐步
恢复带来的聚集性和流动性风险，在确保
疫情防控安全前提下推动复工复产；另一
方面，统筹联动，提前做好航班恢复等准
备工作，持续做好暑期运力安排，适时加
开航线，完善航线网络布局。

看好安徽市场

加快布局

近日，西部航空在合肥新桥机场设立
运营基地， 成为合肥新桥机场第二家基
地航空公司。 根据计划，西部航空在合肥
机场投放 3 架过夜运力， 后续每年以不
低于 1 架过夜运力的速度稳步增长。 今
年暑运期间计划在合肥运营 15 条航线，
通航城市达 16 个。 目前西部航空在合肥
机场的驻场运力、航班执行率、客座率稳
步提升。

“我们非常看好安徽市场的前景。 ”在
西部航空网络规划主管王辉看来，合肥机
场位于华东区域，承担着长三角机场群的
区域枢纽功能，拥有良好的人口、经济、交
通及客源基础。 未来，长三角区域的国内
旅客需求，将成为合肥机场及安徽省民航
业不可忽视的客流增长来源。

机场基地公司的数量是机场发展能
级规模的重要标尺。 省机场集团有关负
责人表示， 此前合肥机场仅有东航 1 家
基地航空公司 ，较周边杭州 （3 家 ）、武汉
（4 家）、南京（4 家 ）、南昌 （4 家 ）、郑州 （5
家）等机场的基地公司数量明显偏少，难
以形成客货集聚效应。 因此，引进更多基
地公司增加运力投入 ， 是促进人流 、物
流、资金流汇集，实现合肥航空市场加快
发展的关键。

展望今后的安徽民航市场， 东航安
徽分公司同样充满信心。 “作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 三大国家战略叠加的唯
一省份，安徽政策支撑有力，区位优势突
出， 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引领板
块和东中部地区协同发展的战略枢纽 ，

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 ”东航安
徽分公司负责人表示，2022 年夏航季，中
国东航在安徽始发通航 43 个国内航点，
日均始发班次 59 班 ；其中 ，合肥机场始
发通航 32 个国内航点，日均始发班次 43
班。 根据计划，目前中国东航在合肥停放
过夜飞机 12 架。

从地理位置上看，合肥可同时辐射覆
盖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经济带、中部地
区三个核心区域， 成为长三角连接中部、
西部地区的桥头堡； 从政策层面上看，合
肥定位于长三角区域性航空枢纽和国际
航空货运集散中心，以此帮助增强上海机
场的辐射能力、分担疏解压力，合力打造
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从人口与经济发展
看， 合肥常住人口近千万人，GDP 突破万
亿元， 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看好安徽未来发
展， 坚定做大做优安徽市场的信心与决
心。 ”陈小雄说。

根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将与上海、南京、杭州
等机场共同打造长三角地区世界级机场
群。 目前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正
在加快推进，预计 2025 年，合肥新桥机场
二期改扩建工程将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根据规划， 改扩建工程完工后，2025 年合
肥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2500 万人次，
其中国际旅客吞吐量达到 200 万人次，年
货邮吞吐量达到 20 万吨。

优化航班航线

打造枢纽

近年来，我省民航快速发展，旅客吞
吐量不断增加， 机场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基本形成通达全国、 链接国际的航线网
络。 目前全省共有合肥新桥机场、黄山屯
溪机场、池州九华山机场、阜阳西关机场、
安庆天柱山机场和芜湖宣州机场等 6 个
运输机场，国内航线 192 条。

根据全省民航“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全省机场布局更加完善，全省运输机
场达到 8 个，A 类通用机场达到 30 个，形
成以合肥机场为核心， 以黄山、 阜阳、安
庆、池州、芜宣、亳州、蚌埠机场为骨干，以
肥东、砀山、岳西等通用机场为补充的“一
枢七支多点”的机场体系。

省交通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表示，到
2025 年，全省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3400 万
人次，年均增长 14%，年货邮吞吐量达到
22 万吨以上 （不含芜宣机场 ），年均增长
15.4%， 全省运输机场客运航线数达到
230 条以上，其中合肥机场客运航线数达
120 条以上， 包括国际及地区航线 20 条
以上，国内航线 100 条以上，助力构建“安
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安徽 123 快货物
流圈”。

“今年上半年，东航在合肥机场的市
场份额占 23.49%，‘十四五’我们力争达到
30%。 ”陈小雄表示，东航安徽分公司将持
续增加在合肥的运力投入，充分发挥合肥
中部区位优势， 打造南北经停合肥航线
网，重点打造东北、华北经合肥至中南、厦
门地区航线，开通或加密更多的商务旅游
干线，并加大在安徽省内其他机场的运力
投入。 在国际地区航线方面，将择机恢复
合肥—香港 、合肥—台北 、合肥—曼谷等
航线，新开日韩航线。

王辉介绍，“十四五”期间，西部航空
将深耕安徽航空市场，每年在合肥机场稳
步投放过夜运力，预计在“十四五”末达到
过夜运力 6 架，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设立
分公司。

“未来，西部航空在合肥地区以国内
航线为主，区域国际航线为辅，逐步拓展
国内航线广度和厚度， 强化干线频次，打
造中转产品和服务，根据市场适时探讨合
肥至日韩、东南亚等区域国际航线的可行
性，积极促进合肥航空事业发展，为安徽
省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提供强有力支
撑。 ”王辉表示。

合肥机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后期疫
情可控前提下，合肥机场将根据区域化航
空市场特点和需求，强化东航、西部航空
等基地公司服务功能， 优化航班航线网
络，着力打造门户枢纽和客流量千万级机
场间的快线航班建设，积极推动合肥机场
中转功能建设， 构建南北贯通的航线网
络，提升机场通达性。

今年上半年合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 22..8888 万架次，，
恢复至 22001199年同期六成以上，，市场逐渐回暖——————

云平台，助电网平稳运行

■ 本报通讯员 董小菱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现场工作人员已经开工， 目前作业正
常，无异常情况……”7 月 4 日，国家电网滁州
供电公司检修人员在 220 千伏定远变电站，
开展站内 1 号主变消除缺陷工作， 督查人员
则在滁州公司安全督查中心通过屏幕查看现
场情况。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对
电网平稳运行和供电作业安全管控提出了更高
要求。国网安徽电力推进数字电网建设，依托国

网云平台扩大作业计划安全督查覆盖面， 通过
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平台视频督查模块， 一旦发
现现场作业异常和违章， 可及时联系作业人员
进行隐患处理和整改。 “远程督查可以看到现场
作业全过程，为实现作业督查全覆盖、提高问题
处理效率、 确保电网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
撑。 ”国网滁州供电公司作业督查人员说。

作为电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 国网
云平台依靠云存储、云计算等技术，为电网管
理、 公共服务和生产控制等业务提供信息化
支撑。 国网安徽电力于 2021 年完成数据中心
云平台建设， 服务器规模已达 1000 台以上。

目前服务全省 4000 多万电网用户，保障了输
电线路全景状态感知、基建全过程管理、一体
化交费、 电费结算等一大批业务的快速上线
和高效运行， 提升了电网运行和供电服务的
智能化水平。

以汛期供电保障为例， 每年夏季电网迎
峰度夏期间， 供电部门都要密切关注汛情对
电网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前预警、及时处
置。 国网云平台提高了电网设施可视化监测
能力，历史受淹变电站及重要线路区段，均装
设了微气象监测装置， 将水位等数据及告警
信息接入辅控系统， 加强了汛期的远程集中

监控。 此外，巡检机器人、三维激光扫描、在线
监测等技术手段，线上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及
时将数据上传至云端。

“国网云平台有海量的计算存储空间，可
大大提升一线防汛的音频、视频、数据等基础
信息智能分析水平， 促进数据汇聚、 智能分
析、信息上报一线贯通，缩短汛情预警的响应
时间。 ”国网安徽信通公司云平台运营与网络
安全中心主任李明介绍。

优化服务体系，防范用电风险。 据了解，
国网安徽电力还将继续完善云平台设施，在
合肥和阜阳数据中心分别建设同城应用级容
灾中心和异地数据级灾备中心， 为能源互联
网营销服务系统、 新一代电力交易平台等系
统提供应用级容灾和数据灾备服务，在洪涝、
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下发生电源故障及
其他机房基础设施故障时， 保障系统业务连
续性、数据安全性和完整性，为电网稳定、高
效运行提供数据支撑。

抢抓机遇，，民航蓄势““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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