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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在2021年这个‘十四五’开局之年，全
市立足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经济发展保持良好态势，高质量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1月19日，重庆工商大
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常务副
主任周兵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
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发
展迅速，以及数字经济持续拓展，为全市经济
稳定增长提供动能。

周兵表示，按照统计数据分析，去年全市
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值为6.89∶
40.1∶53.01，这表明全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效果良好。其中，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看，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11.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18.1%，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18.2%，后两者的增速大幅高于全市规上
工业增加值平均水平，表明新兴产业发展迅
速。另外，去年全市采矿业增加值下降
15.7%，亦表明全市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推进
得力，“双碳”战略落实成效明显。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半壁江
山’，是去年重庆经济发展的亮点之一。”周兵
表示，随着线上经济快速发展，大数据、智能
化等数字经济不断拓展应用，带动了信息传
输、软件技术等服务业快速增长，尤其是电子
商务平台快速发展，拉动了线上消费持续增
长。另外，去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其中制造业投资和社会领域投资均大
幅增长，特别是社会领域中的教育、卫生、文
化、体育投资持续增长，这充分说明我市建设
正在向增强教育、文体等城市“软实力”转型，
有利于重庆加速建成国际文化名城。

周兵认为，2021年全市通过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实现了经济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不过，随着全球疫情、基础性原材
料价格上涨，以及需求收缩、要素成本增加等
影响，全市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加大、风险
挑战增多的严峻形势。因此，扎实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战略部署，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和创新驱动发展，将是今年我市经济发展要
做好的重点工作。

产业优化 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

为全市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能

□本报记者 夏元

2021年重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
特点？重庆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
面？1月19日，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
可，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党组书记、总队
长罗学文，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就部分热
点问题进行了分析。

“从2021年全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亮点
来看，可以用三个‘稳’来形容。”黄可表示，第
一个“稳”是稳中加固，全市经济持续稳定恢
复，去年全市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在生产及需求领域，呈现出农
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商贸流
通稳中趋缓、规上服务业稳步复苏、投资缓中
趋稳、消费市场持续复苏等特点。另外，去年
全市能源、交通等各类要素保障稳定，居民消
费价格总体平稳，财政、企业及居民收入均保
持稳步增长。

第二个“稳”是稳中提质，多个领域呈现
出向好发展态势，包括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工
业企业实现质效提升，民生领域供应保障充
分等。

第三个“稳”表现为稳中有新，如新兴制
造业发展快速，数字产业成效显现，光缆、工
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等新产品供
销两旺，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现代物流提质
增效等。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推动高
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市‘十四五’
经济发展的主题。”黄可表示，重庆高质量发

展主要体现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增强，预计
去年全市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将达到2.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不断巩固，去年全市
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7.6%，比上年提高
2.3%；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城乡发展差
距继续缩小；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现，去年全
市规上工业企业的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发电量分别同比增长57.4%、11.7%，新能源
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1.2倍，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正加快形成；对外开放稳定向好，去年全
市外贸进出口再创新高，全年进出口总值达
到8000.6亿元，同比增长22.8%，中欧班列、
西部陆海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自贸试验区等平台为全市开放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共享发展趋势稳定，全年城镇新增
就业人员75.08万人，同比增长14.5%，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803 元，同比增长
9.7%，居民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民生支出
不断增加，其中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分别同比
增长5.3%、7.2%。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市城乡居民
收入实现较快增长，背后有何原因？罗学
文表示，支撑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有以下
四个方面：经济总体保持平稳，生产供给稳
定，为居民增收提供了保障；就业形势向好，
为居民增收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稳定，如
粮油产量增加、猪肉价格下降等，都是支撑
居民收入增长的积极因素；惠民政策落地
落实，如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次上调、惠
农政策资金继续落地等，都促进居民持续
增收。

稳中加固 稳中提质 稳中有新

去年我市经济发展“稳”字当头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月19日，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2021年重庆经济运行情况发布
会，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在会
上联合发布2021年重庆经济运行数据，当年
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94.02亿元，同
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6.1%，实现了“十
四五”良好开局。

市统计局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市立足新发
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
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扎实做好“六
稳”，全面落实“六保”，经济发展保持良好态势，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其中，第一产业实现
增加值1922.03亿元，同比增长7.8%，两年平均
增长6.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1184.94亿
元，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6%；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14787.05亿元，同比增长9%，两年
平均增长5.9%。

该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2021年全市保

持发展战略定力和耐心，把稳增长、调结构、推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
展，经济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不过，全市经济仍处在恢复性增长阶段，
阶段性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然突出，还面临着下行压力加大、风
险挑战增多的严峻形势。今年，持续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
展，仍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重头戏”，我市将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
继续做好“六稳”“六保”，持续改善民生，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1月 19日，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2021年度重庆财政收支情
况新闻发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
悉，2021年，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35亿
元，其中，民生支出占比持续保持八成左右。

据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李虹介绍，2021年，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8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9%，同比增长
9.1%。其中，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增幅分别为
7.9%和11.7%。税收的增长，主要源于产业恢
复、动能释放、企业效益改善带来的经济稳定
增长。

同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预算的
94.3%，同比下降1.2%。主要原因是2020年
中央一次性的特殊转移支付政策在2021年退
出。

从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科目来看，
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教育支
出持续保持增长势头。其中，科学技术支出达
92.8亿元，同比增长12.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019.6 亿元，同比增长 7.2%；教育支出
794.9亿元，同比增长5.3%。

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收入2358亿元，完
成预算的116.7%，同比下降4.1%。其中土地
出让收入 2044 亿元，同比下降 7.2%；支出
2953 亿元，完成预算的 87.8%，同比下降
5.7%。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下降的最主要
原因，是2020年有中央分配的抗疫特别国债
收入及其安排的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面，收入104亿元，
完成预算的119.5%，同比增长5.6%；支出40
亿元，完成预算的96.3%，同比下降22.7%。主
要原因是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力度，增强资金统筹，相应在这本预算
的列支减少。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方面，收入2546亿元，

完成预算的113.4%，同比增长31.5%，主要原
因是应对疫情冲击的阶段性社保降费政策到
期停止执行；支出 20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4%，同比增长7.2%。其中，养老、医疗、工
伤三项支出均为增长态势。

李虹分析，从具体收支看，2021年度重庆
财政收支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增强。具体体现
为：与预期相比，在疫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能
源短缺等多重挑战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
分别高于预期4.1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基
本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分税种看，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保持较快增长，占税收的
比重接近六成，较上年提升3.7个百分点；分区

域看，主城都市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分别增长
7.7%、9.7%和14.1%，协同性有所增强。

二是财政收支的平衡性增强。2021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率为47.3%，自给率较上年提升4.5个百
分点左右。

三是市对区县的保障性增强。数据显示，
剔除2020年应对疫情、暴雨洪灾对区县的一
次性补助，以及按中央改革要求，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实行市级统筹的改革性因素，2021年,
市对区县转移支付增长了4.2%。

“从2021年一年时间的运转来看，上述四
本预算（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有效

保障了重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所需，区域协调、科技创新、政府投资、开
放高地、生态环保、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重大
决策部署得到有效保障。”李虹说。

与此同时，相关政策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更
多资金“活水”。2021年，全市财政科技支出
92.8亿元，增长了12.1%，高出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增幅13.3个百分点；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比预计达到 2.21%，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9.5%。

“科技创新，事关发展，事关未来，财政必
须‘舍得’。”李虹说，接下来，重庆将围绕加快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目标，
坚持把科技作为支出重点优先保障，优化财政
科技经费管理，用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赋能科
技创新。

按照相关计划，“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
市级将新增财政科技投入50亿元。同时，用
科创投基金重点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和两
江协同创新区建设，集中资金精准支持超瞬
态、健康医疗等大科学装置和创新平台。

2021年重庆财政账本公布

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八成

去年重庆GDP27894.02亿元
同比增长8.3%，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市统计局市统计局，，国家国家
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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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解码”2021年重庆经济运行情况
投资
制造业及社会领域投资增长快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 7.4%，工业投资增长 9.1%，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0.1%；在工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0.6%；社会领
域投资增长32.8%，其中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投资
分别增长24.8%、26.3%、139.3%、95.3%

房地产
房地产市场总体趋稳

商品房施工面积2.69亿平方米，下降1.7%；商品
房销售面积6197.71万平方米，增长0.9%

居民消费
市场物价总体平稳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3%，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
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1.4%、0.4%、0.7%、4.7%、1.7%，食品烟酒、医疗保健、其
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下降2.2%、0.4%、2.7%；食品
价格下降4.4%，猪肉价格下降34.1%

居民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803元，增长9.7%，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502元，增长8.7%，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0
元，增长 10.6%，城
乡居民收入比值为
2.4，比上年同期缩
小0.05

农业
粮蔬牧禽生产平稳

粮食总播种面积3019.79万亩，粮食
总产量1092.84万吨，蔬菜产量2184.3万
吨 ，水 果 产 量 553.2 万 吨 ，生 猪 出 栏
1806.9 万头，家禽出栏 24077.6 万只，牛
出栏57.2万头，羊出栏454.7万只

工业
新兴动能支撑有力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汽
摩 、电 子 两 大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1.3%、17.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1%，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8.2%

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第三产业增加值 14787.05 亿元，增
长9%，其中1-11月，规上服务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4668.74亿元，增长19.9%，实
现营业利润333.23亿元，增长6.3%

社零消费
消费市场稳健复苏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67.67
亿元，增长18.5%，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11987.17 亿元，增长17.8%，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1980.5亿元，增长23.2%

2021年重庆实现

GDP
27894.02亿元

同比增长

8.3%
两年平均增长6.1%

“十四五”经济
发展开局良好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922.03亿元
同比增长7.8%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1184.94亿元

同比增长7.3%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4787.05亿元

同比增长9%

江津区扎实办好“20+38+N”件民
生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急难愁盼”问题。

20件区级民生实事
件件落实暖民心

“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现在政
府重新翻修，我们出行方便多了。”提起
大同路5000平方米的人行道改造提升
工程，市民赞不绝口。

江津区城市管理局积极推进重点
民生实事落实落地，2021年以来完成
大同路等5条道路街头绿地提质工程
约5万平方米；完成城区老旧供水管网
改造100公里，惠及约30万人。

江津区加强科学谋划，加大投入
力度，完成绿化提质工程、老旧小区品
质提升、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实施老
年人照顾服务计划、高层建筑消防用
水等 20 件区级民生实事，沉甸甸的

“民生账单”提升了群众幸福感满意
度。

38件区级民生项目
聚焦重点领域更精准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众，
聚焦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老百姓普
遍关注的民生领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江津区医保局将医保参保和变更
登记、参保信息查询、医保关系转移接
续、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等11项医
保业务经办权限下放至镇村，真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江津区教育系统聚焦作业辅导、体

育锻炼和素质提升，推出了“菜单式”特
色课后服务，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并注重社会实践和
公益活动，托底学生学习，增强学生体
质，关注学生情绪和兴趣发展，真正做

到让学生幸福成长，让家长放心满意，
赢得社会广泛称赞。

聚焦38件区级民生项目，江津区

还成立巡回指导组，加强对各级党组织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督促
指导，并通过媒体和各种渠道公示，办

理情况接受全区群众监督。

N件“急难愁盼”
深入一线解难题

群众的笑脸是检验工作的试金
石。江津区公安局把打击电信诈骗作
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抓手，
想方设法为群众追赃挽损，2021年返
还受害人被骗资金379.87万元，全区通
讯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损失金额同比分
别下降32.2%、18.2%。

圣泉街道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党小
组、居民小组、社区网格、业主委员会、物
业企业等多方力量，探索“五员共治”基
层治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最后一公
里”问题。300多位“五员”解决群众反
映问题400余个，化解矛盾纠纷180余
起……问题办结率100%、群众满意率

98%。
全区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进群

众，7000余名在职党员到社区、小区党
组织“双报到”，认领群众“微心愿”，开展
志愿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截至目
前，各基层党组织梳理汇总的8800余件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办结
率约97.6%。

推动民生实事办理
常态化长效化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江津区将
既立足眼前解决具体问题，又着眼长远
完善体制机制，及时总结提升好经验好
做法，加快构建民生领域的现代治理体
系，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特别是将进一步探索推广“五员共治”
成功经验，更加及时高效收集群众“急
难愁盼”，更加精准科学谋划民生项目，
加强部门、镇街联动解决群众民生问
题，使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高质量
发展成果。 程雅琦 唐楸

江津“20+38+N”为民生福祉“加码”

江津区公安局民警向群众宣传推广反诈“金钟罩”，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摄/付键

总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