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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初步核
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4%，二
季度增长6.2%。“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毛盛勇当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生产方面，工业生产基本平稳。统计
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
分点。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比5月份加快1.3个百分点。服务业
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
产指数同比增长7.3%，比一季度回落0.1
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增长7.1%，比5
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需求方面，市场销售稳中有升。上半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投资增

势也保持基本平稳。上半年，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5.8%，增速比1至5月份
加快0.2个百分点。

此外，经济结构继续优化。统计显
示，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长对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0.3%，高于第二产业
23.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1%。在全部居民最
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49.4%，
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94元，同比名义增长8.8%，增速比一
季度高0.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6.5%，比经济增速高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长跑赢GDP增速。

按常住地分，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1342元，实际增长5.7%；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78元，实际增
长6.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为2.74，比上年同期缩小0.03。 据新华社

这份经济答卷，稳稳的！

十大数据
透视我国经济半年走势

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
单”新鲜出炉，“新华视点”记者汇总中央多部门相关
信息，透视数据背后的中国经济“上半场”走势。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3%。如何看待这一增幅？6.3%的增长速度在全
球主要经济体里还是名列前茅的。下半年外部环境可能
依然比较复杂，但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面不会变。

同比增长5.8%，
结构呈现优化趋势投资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8%。从环比速度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44%，
稳中有升。毛盛勇表示，社会领域的投资、高技术产业
的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投资都保持在10%以上的
较好水平，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于东
部地区，说明投资结构正呈现优化的趋势。

“买买买”近20万亿元，
消费升级趋势凸显消费

201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10亿元，
同比增长8.4%。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认为，目前，旅游、文化等服务消费已占消费总
支出的“半壁江山”，凸显了消费升级加快的趋势。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3.9%，
稳定举措效应持续显现外贸

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4.67万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3.9%。其中，出口7.95万亿元，增长6.1%；进
口6.72万亿元，增长1.4%。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
说，稳外贸举措效应持续显现，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
接连落地等，有效提振了企业的信心。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万余家，
政府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开放外资

“外资纷纷撤离中国”的言论是真的吗？商务部数
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31
家；实际使用外资478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推动
市场开放，加大外商投资权益的保护力度。

同比名义增长8.8%，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收入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94元，同比
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比经济
增速高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为2.74，比上年同期缩小0.03。毛盛勇介绍，收入增长
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要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缩小。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67%，
服务业蓬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就业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67%。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李长安看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这份就
业“成绩单”相当亮眼。

CPI同比上涨2.2%，
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物价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交通
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鲜菜价格
同比涨幅已经回落，鲜果价格涨幅有望收窄，6月之后
CPI翘尾因素逐渐减弱。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0%，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快于规
模以上工业3.0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
济环境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中高端制造业和
消费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房地产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9%。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表示，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夯实主
体责任，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四川省民生经济领域继续保持稳中
向好的运行态势：夏收粮食产量稳中略
增，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消费价格和
工业生产价格温和运行。7月15日，国家
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通报了2019年上半
年全省民生经济运行情况，同时对上半
年居民收入为何增长，猪肉、水果、鲜菜
等食品价格为何上涨等热点问题进行解
读，并首次通报失业率调查。

夏粮产量稳中略增

根据通报，2019年，全省夏收粮食播
种面积略有减少，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调整，单产水平提高，夏收粮食产量稳中
略增。全省夏收粮食播种面积1655.13万
亩，减0.9%。夏收粮食单产255.5公斤/亩，
同比提高1.7%。

全省夏粮产量422.9万吨，比上年增
产3.4万吨，增长0.8%。其中，谷物产量
248.5万吨，减0.2%；豆类产量30.2万吨，
增9.3%；薯类产量144.2万吨，增1.0%。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2019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2547元，同比名义增长9.8%，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按收入类别
看，居民工资性收入6738元，名义增长
8.3%；经营净收入2325元，名义增长
10.3%；财产净收入772元，名义增长
14.4%；转移净收入2712元，名义增长
11.9%。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8250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7661元，同比名义增长9.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城乡收入
差距继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38，比上年同期缩小0.02个百分点。

从消费情况看，全体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8743元，同比增长9.4%，增速较上年
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12192元，同比增长7.5%，增速
较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5788元，同比增长11.2%，增速
较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消费价格涨幅温和

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上

涨2.1%，比上年同期扩大0.7个百分点，
仍处于温和上涨区间。调查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项目“七涨一跌”：食品烟酒类
上涨4.3%，其中，上半年四川食品类价格
上涨5.7%，在猪肉、鲜菜、鲜果上涨推动
下，食品类上涨拉动特征明显。

衣着类上涨1.2%，居住类上涨2.3%，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0.3%，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上涨1.1%，医疗保健类上涨
3.4%，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2.3%，交通
和通信类下跌2.4%。

工业生产价格平稳运行

6月份，四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下同）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
月缩小0.3个百分点。6月份生产资料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缩小
0.3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4.9%，原材料工业价格下跌1.2%，加工工
业价格上涨1.1%。生活资料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缩小0.1个百分
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0%，衣着价格
上涨0.1%，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1.0%，耐
用消费品价格下降5.9%。

PPI环比下降0.5%，比上月低0.5个百
分点。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0.8%，降幅
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
业价格上涨0.5%，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
3.1%，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2%。生活资料
价格环比100，比上月低0.1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2%，衣着价格上涨
0.4%，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0.2%，耐用消
费品价格下降1.1%。

城镇就业状况整体平稳

二季度，四川城镇就业状况整体保
持平稳，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较一
季度4.9%下降0.1个百分点。上半年，按
失业人口的性别来分，城镇男性失业
率 平 均 为 3.5% ，女 性 失 业 率 平 均 为
5.8%，二者相差2.3个百分点，与去年上
半年1.7个百分点的差值比较，扩大了
0.6个百分点。

上半年，按失业人口的年龄来分，失
业率与年龄段呈反比走势。具体情况为：
16-24岁失业率最高，为8.2%；25-39岁
失业率为5.0%；40-59岁失业率为4.7%；
60岁及以上失业率最低，为1.6%。

从涨幅较大，影响突出的猪肉、水
果看，猪肉价格对食品价格的影响突
出。前期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猪肉价
格出现大幅上涨，春节前四川猪肉价
格反弹到高位。随着疫情有效控制，四
川猪肉价格环比价格稳中有降，2-6月
环比连跌5个月。

但由于受四季度猪肉价格大幅上
涨的翘尾影响，叠加去年上半年四川
猪肉价格处于低谷，基数效应使得今
年上半年四川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
涨18.9%。其中，5月份达到29.9%的阶
段高点。猪肉价格涨幅对CPI的影响已
不容小觑。上半年猪肉价格上涨拉动
CPI约0.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9%。
其中拉动食品价格上涨3个百分点，影
响程度达到52.6%。

与此同时，鲜果价格涨幅明显创
近年新高。上半年四川鲜果价格上涨
10.1%，其中6月份同比上涨31.3%，创
下2011年5月以来阶段新高。近期水果
价格上涨既有供给端的因素，如去年
自然灾害导致的苹果、梨减产；也有需
求的原因，入夏气温升高，居民水果消
费旺盛。未来随着进入夏、秋水果上市
旺季，水果价格有望回落，但整体仍可
能高位运行。

当天，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首
次通报失业率调查。调查显示，2019年
上半年，四川省城镇劳动力就业状况总
体 维 持 稳 定 ，城 镇 调 查 失 业 率 在
4.5%-5%的区间内横向波动。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四川省劳动力调查工作由
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实施，是四川省样
本规模最大、分布最广，最具权威的劳
动力就业状况调查。

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过半

上半年，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
的分布情况基本保持稳定。其中，第三
产业吸纳劳动力最多，占59.4%；其次是
二产业，占23.7%；第三是一产业，占
16.9%。其中，二季度制造业就业人口占
全部就业人口比例为11.3%，与一季度
占比11.2%相比，保持稳定。

按就业单位或经营活动类型来看，
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吸纳劳动力数
量最多，占比为48.6%；其次是经营农村
家庭承包地（农业合作社），占比为
15.3%，第三是自主职业（灵活就业），占
比为13.9%；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就业人数占比最低，只占到了0.5%。

越年轻失业率越高

上半年，四川省城镇男性失业率平

均为3.5%，女性失业率平均为5.8%，二者
相差2.3个百分点，与去年上半年1.7个百
分点的差值比较，扩大了0.6个百分点。

从失业人口的年龄分布来看，失业
率与年龄段呈反比走势。具体情况为：
16-24岁失业率最高，为8.2%；25-39岁
失业率为5.0%；40-59岁失业率为4.7%；
60岁及以上失业率最低，为1.6%。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相关负
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16-24岁失业率最高是全球性现象；并
且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有一个过程，找到
工作到适应工作又有一个过程。

托亲友找工作的最多

在失业人口中，寻找工作排名前三
位的方式分别是：委托亲戚朋友占
45.8%；查询招聘网站或广告占17.4%；
直接联系雇主或单位占8.9%。而为找工
作参加再就业培训、实习的，仅占4.7%。

在失业人口中，失业持续时间有逐
步上升的趋势，从年初的3.5个月提高到
目前的4.2个月。同时，失业时长超过6个
月的长期失业人数占比（长期失业人数
占全部失业人数比例）也在逐步上升，
从年初的7.9%提高到目前的15.0%。

上半年，四川城镇就业人口周平均
工作时间为45.0小时，较去年下半年44.1
小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0.9个
小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增长7.7%
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国

四川首次通报失业率调查：

失业率与年龄段呈反比走势

解 读

数

据

首先是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
2019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6738元，名义增长8.3%。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0929元，增长
7.1%。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就业创
业形势整体平稳，行政事业单位工资
改革、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工资指导
线上调等多因素助推城镇职工工资水
平提高。

其次，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2019
年上半年，四川全省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2325元，增长10.3%。夏粮生产稳
中略增、畜牧业养殖效益稳中向好、电
商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价指数较快回
升均有力拉动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

增长最快的则是财产净收入。
2019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财产净
收入772元，增长14.4%。土地流转规模
继续扩大，乡村旅游持续转型升级，房
租等财产性收入稳步增加带动财产净
收入快速增长。

转移净收入也有亮点。2019年上半
年，全省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712元，
增长11.9%。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上调，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提高以及政
府加大扶贫攻坚投入力度，合力推动人
均转移净收入呈现增收亮点。

调 查

关于肉菜水果价格上涨原因，国家
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提到
了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春节价格反弹，
以及供给端、入夏需求等多种原因。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相关负
责人对此表示，得益于居民工资性收
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
收入这四大类收入全面增长。

肉菜水果
为啥涨价？

居民收入
为何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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