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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增加值

6312.55亿元
增长6.5%

第三产业增加值

8731.13亿元
增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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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情况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073.56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

关键词：工业
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5.4%。

关键词：农业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增加值1049.20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3.5%。

关键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前三季度，重庆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099元，

同比增长9.5%。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9252元，增长8.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1366元，增长9.6%。

关键词：服务业
1-8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310.08
亿元，同比增长14.8%。

关键词：商贸
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48.90亿元，

同比增长8.6%。

关键词：投资
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

关键词：房地产
截至9月底，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2.65亿平方米，同

比增长3.8%。

关键词：居民消费价格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

2.3%。除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1.5%外，食品烟酒、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

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5.2%、0.3%、

2.5%、0.8%、2.2%、0.7%和2.6%。

关键词：对外贸易
前三季度，全市对外贸易形势稳定，实现进出口总值

4138.24亿元，同比增长12.3%。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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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发展呈
现出哪些特点？在当前居民消费市场上，
猪肉价格为何持续走高，市场供需矛盾还
将持续多久？对此，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市统计局副局长秦瑶，国家统计局重庆调
查总队副总队长李涛明。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行态势良好

重庆日报：从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
数据来看，全市经济呈现出了企稳回升的
态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秦瑶：今年前三季度全市GDP增长
6.3%，分别高于今年一季度和上半年
0.3、0.1个百分点，实现了全市经济企稳
回升。

能够取得这一成绩，得益于市委、市
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克服新旧动能转换“阵
痛”，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聚焦高质
量、供给侧、智能化，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
作，高质量发展上行态势良好。

首先是服务业的稳定增长，对全市经
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
我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各月增速
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
1-8月，全市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2310.08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5.3个百分点。同时全市
新兴行业亦实现高速增长，包括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6.2%，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增长46.8%，电信业增长91.2%，
大数据产业增长30.9%。正是这些行业
较快发展，带动了前三季度全市第三产业
增加值增速达到6.4%，比上半年高0.3个
百分点，占GDP比重54.3%，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50.7%，拉动GDP增长3.2
个百分点。

另外，我市通过精准施策，坚定不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智能制
造，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
工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工业经济企稳回
升。

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4%，在全市39个行业大类中，有32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达
82.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
10.3、5.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速度
分别达到12.1%、11.2%，电子产业增加值

增长13.2%，比今年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
提升4.4、0.8个百分点。在这些有利因素
的带动下，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5.6%，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6%，拉动GDP增
长1.9个百分点。

猪肉消费供需矛盾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重庆日报：当前市民很关心猪肉价格
问题，是何原因造成猪肉价格上涨？猪肉
价格后期走势预计会如何？

李涛明：近期社会消费层面确实对物
价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较为关注。今年
前三季度，我市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2.3%，涨幅与上年同期相比扩大0.4个百
分点，为近6年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7.3%，涨幅创近8年新高，拉动CPI上
涨1.37个百分点，成为CPI上行的主因。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猪肉价格由去年
同期下降11.2%转为上涨27.3%，成为拉
动食品价格上行的首因。其原因主要在
于，生猪生产能力下降，加之生猪调运限
制等因素，生猪供给持续性紧缩，推高了
猪肉市场价格水平。前三季度，全市出栏
生猪1028.3万头，同比下降9.1%；季末存
栏885.4万头，同比下降25.0%；季末能繁
母猪存栏86万头，同比下降25.8%。正
是生猪存出栏双降，以及能繁母猪存栏下
降，推动了生猪、仔猪价格走高，从而推动
市场猪肉价格持续上涨。

此外，受猪肉价格大幅攀升影响，牛
肉、羊肉、禽肉等其他肉类的替代性消费
需求增强，价格也呈现上涨态势。前三季
度全市的牛、羊、禽肉价格分别上涨
10.6%、10.9%和8.2%，共同拉动食品价
格上涨0.9个百分点。

对于后期猪肉价格走势的判断，需要
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从供给
面来看，近期各级政府部门都采取有效举
措，包括动用国家储备，扶持养殖户恢复
生产，加大疫病防控力度，启动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等，
但也得看到，生猪生产能力要恢复供需平
衡点还需要一定时间，供给缺口还需要有
一段时间才能补齐。

另外从需求面看，随着天气转凉，猪
肉消费将进入传统旺季，特别是入冬以后
居民做香肠、腊肉的消费需求增强，供需
矛盾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初步
预计到春节前，猪肉价格或将保持高位运
行。

创新驱动助推
全市经济企稳回升

本报记者 夏元 廖雪梅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经济发展运
行情况总体如何？农业、工业和服务
业三大产业发展态势怎样？发布会
上，市统计局“晒出”我市经济运行

“成绩单”，分行业、分领域进行了数
据通报。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
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及服务
业增加值 1049.20 亿元，同比增长
3.5%。全市蔬菜产量1560.15万吨，
同比增长3.9%；水果产量303.64万
吨，同比增长7.3%。全市生猪出栏
1028.27万头，同比下降9.1%；家禽
出 栏 15971.14 万 只 ，同 比 增 长
1.8%；牛、羊分别出栏27.14万头和
222.65 万 只 ，分 别 下 降 1.5% 和
1.1%。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5.4%。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
增长2%，制造业增长5.6%，电力、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增 长
4.3%。9大支柱产业中，除汽车外
均实现平稳增长。其中，材料产业
和电子产业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
长，增速分别为16.9%、13.2%；汽车
产业下降9.9%；高技术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
长12.1%和11.2%，增速分别高出全
市规上工业6.7和 5.8个百分点，对
全市规上工业增长贡献分别达
35.7%和43.5%。

特别是新产品实现较快增长，是
工业经济发展一大亮点。其中，卫星
导航定位接收机增长2倍，新能源汽
车增长 23.3%，3D 打印设备增长
86.6%，电子元件增长24%，液晶显
示屏增长38.9%，环境污染防治专用
设备增长 10.9%，平板电脑增长
38.6%。

服务业提质增效
商贸经济发展平稳

今年1-8月，全市规模以上服
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310.08亿元，同
比增长14.8%。新兴服务业发展势
头良好，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业收入142.88亿元，增长36.2%；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营业收
入71.38亿元，增长46.8%；多式联运
和运输代理业营业收入97.61亿元，
增长96%。

前三季度，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商
品销售总额22746.9亿元，同比增长
11.4%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营 业 额

1635.91亿元，同比增长13.2%。
另外，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6348.9亿元，同比增长
8.6%。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5%，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12.0%。智能化商品
零售快速增长，可穿戴智能设备增
长44.2%；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 增 长 61.8% ；智 能 手 机 增 长
36.8%。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5%。分领域看，基础设
施投资下降 1.2%，工业投资增长
6.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6%。工
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增长5.6%，较上半年提高1.4
个百分点；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37.6% ，占 工 业 投 资 比 重 达 到
38.6%。

另外，截至9月底，全市商品房
施工面积2.6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3.8%。其中，住宅施工面积1.74亿
平方米，增长3.7%。商品房销售面
积4563.59万平方米，下降7%，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3888.65万平方米，下
降5.4%。商品房销售额3826.38亿
元，下降 2.6%，其中住宅销售额
3342.67亿元，增长0.8%。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对外贸易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2.3%，八大类
商品和服务价格呈现“ 七涨一
降”——除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1.5%外，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
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
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上
涨 5.2%、0.3%、2.5%、0.8%、2.2%、
0.7%和2.6%。

前三季度，全市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22099 元 ，同 比 增 长
9.5%。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9252元，增长8.6%；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66元，
增长9.6%。

前三季度，全市对外贸易形势稳
定，实现进出口总值4138.24亿元，
同比增长12.3%，其中，出口2637.40
亿元，增长12.1%；进口1500.84亿
元，增长 12.6%；利用外资形势平
稳。全市实际利用外资65.47亿美
元，增长3.1%。

新产品快速增长成为
工业经济发展亮点

本报记者 夏元 廖雪梅

■今年以来，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克服新旧动能转换“阵痛”，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坚决打好“三大
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统筹推进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符
合预期。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行态势良好。图为2019智博会3D投影互动
展区。（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夏
元）10月22日，在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发布会上，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重庆调查总队联合公布今年前三
季度我市经济运行情况，全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16073.56亿元，同比增
长6.3%。

市统计局副局长秦瑶介绍，今年
以来，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克服新旧动能转换“阵痛”，积极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聚焦高质量、供
给侧、智能化，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统筹
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全市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符
合预期。

分产业看，前三季度，全市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1029.88亿元，同比
增长 3.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6312.55亿元，同比增长6.5%；第三

产业实现增加值8731.13亿元，同比
增长6.4%。

前三季度，全市经济运行主要
呈现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畜牧业
生产总体平稳；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业提质增
效，新兴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商贸
经济发展平稳，升级类商品增长较
快；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工业投
资结构持续优化；房地产市场总体
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
生产者价格基本平稳；对外贸易总
体平稳，利用外资形势稳定；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等特征。

总体来看，我市经济的韧性在增
强，新的动能在集聚，市场活力在提
升，高质量发展上行态势良好。同
时，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仍然突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还需
巩固，提质增效任务依然艰巨。

经济韧性增强 新动能集聚 市场活力提升

前三季度重庆 GDP 增长 6.3%

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