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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2.8%
全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本报讯 （记者 夏元）7月19日，市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市经
济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903.41亿元，同比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长6.6%，
增速比今年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市通过继续积
极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具体表现在企业生产经营加快恢复常态、
支柱产业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质效持续提
升、新动能继续表现出强劲的引领动力，全市经济运行
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

分产业看，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684.53亿元，同比增长8.9%，两年平均增长5.6%；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090.49亿元，同比增长13.2%，两
年平均增长6.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128.39亿
元，同比增长12.9%，两年平均增长6.5%。

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经
济继续保持自去年以来持续稳定恢复的态势，新动
能不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但同时也
要看到，当前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较多，国内经济恢复不均衡，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困难较大，巩固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仍需努力。
接下来，我市将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总
基调，持续抓好疫情防控，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快
释放内需潜力，着力畅通经济循环，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十四五”目标打好基础。

产量稳定，生猪产能恢复快

●夏粮产量121.1万吨，同比增长1.2%
●油菜籽产量52.4万吨，同比增长2%
●蔬菜产量1122万吨，同比增长4.2%
●生猪出栏847.2万头，同比增长33.4%
●牛出栏14万头，同比增长2.9%
●羊出栏172.4万头，同比增长3%
●家禽出栏11081.1万只，同比增长13.3%

产量增长，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
两年平均增长9.6%
●汽摩、电子两大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23.7%、33%
●1-5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42.47亿元，同比增长1.1倍，两年平均增长
38.6%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31.9%、30.1%，增速分别高于全
市规上工业12.9和11.1个百分点

稳步回升，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9%，两年平
均增长6.5%，其中金融业增长5.2%，两年平
均增长5.4%
●1-5月，全市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926.45亿元，同比增长33.6%，两年平均增长
11.2%，实现营业利润149.8亿元，同比增长
164.3%，两年平均增长12.6%
●1-5月，全市规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8.4%，两年平均增长42.3%

持续复苏，新型消费不断积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92.99亿元，同比增
长29.9%，两年平均增长9.8%
●城镇消费品零售额5919.99亿元，同比增长
29.2%，两年平均增长9.3%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973 亿元，同比增长
34.1%，两年平均增长12.5%

稳定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持续发力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两年平
均增长4.7%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2.2%，两年平均
增长8.1%
●工业投资增长15.1%，两年平均增长4.9%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1%，两年平均增长
0.9%
●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7.1%，高
于工业投资增速1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8%

运行平稳，商品房销售市场保持活跃

●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2.47亿平方米，同比
增长1.3%，两年平均下降0.8%
●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3355.46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3.3%
●商品住宅销售面积2849.46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35%

较快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持续缩小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91元，同比增
长13.1%，两年平均增长8.9%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67元，同
比增长12.1%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93元，同
比增长13.8%

价格回落，猪肉价格止涨转跌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比一季度
下降1%
●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教育
文化和娱乐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0.6%、
2.8%、0.7%
●食品烟酒、居住、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
类价格分别下降1.5%、0.5%、0.1%、2.9%。
●食品价格由上年同期的上涨16.1%转为下
降 3.4%，其中猪肉价格由上年同期的上涨
110%转为下降23.4% （记者 夏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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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传递的信心和力量
□张燕

7月19日，重庆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全市GDP实现12903.41亿元，同比增
长12.8%，两年平均增长6.6%。时间过半，成绩斐
然。此时此刻，我们满怀信心、充满力量。

历经风雨后的成绩更令人振奋，应对大考
后的步伐更为稳健。这份答卷，书写不易——
得益于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转化为实际政策举
措，得益于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和党史学习教
育产生的政治效应转化为强大发展动力，得益
于疫情防控战略性成果转化为恢复性增长成
效，得益于近年来我市经济转型升级效果转化
为高质量发展效果。

重庆经济“半年报”亮点纷呈。项目拉动、
招商推动，一大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竞相绽
放；深度融合、互促互进，产业转型升级再迈新
台阶；创新驱动、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色十
足……在优势领域打造“长板”，在发展中补齐

“短板”，主动适应形势之变、任务之变、要求之
变，重庆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造了良好
氛围，开好了局，起好
了步。

数字传递信心。
全 市 GDP 同 比 增 长
12.8%，是重庆经济一
路复苏的信号，展现出

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1%，是重庆全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真实写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
增长29.9%，是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生
动注脚……一个个数字，记录了多少发展足迹，
浓缩了多少奋斗故事，令人倍感振奋。

数字传递力量。成绩亮眼，更应成为我们
前进的动力。2021年已经进入下半场，任务更
多、要求更高、责任更大。当前全球疫情持续演
变，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落实每一项任
务，都考验定力与勇气，需要智慧和担当。紧盯
目标扎实干，全力奋战下半年。全市上下要迎
难而上、埋头苦干，把重点工作抓好抓实，接续
奋斗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确保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经济持续恢复增长 新动能加快培育 质量效益继续提升 民生保障持续改善

四个方面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夏元

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
特点？7月19日，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杨弘毅，国
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李涛明，在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就部分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杨弘毅表示，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出生产供给总体稳定，需求持续提升，发展韧
劲不断显现等亮点，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经济持续恢复增长，如上半年全市用电量同
比增长17.4%，货物运输量增长29.2%，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增长7.7%和14.7%，均
表明全市经济活跃度稳步向好；

新动能加快培育，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1.9%和
30.1%，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如光缆、工业机
器人、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等产量均大幅增长，
另外新型消费不断积聚，全市通过互联网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增长近三成；

质量效益继续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提高，1-
5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倍，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164.3%；

民生保障持续改善，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
就业40.99万人，同比增长27.7%，同时全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1%，居民消费
价格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市CPI与去年同期持
平，猪肉价格从去年同期的上涨110.0%转为下

降23.4%。
“通过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上半年我市经济继续
保持恢复性增长，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
势头良好。”杨弘毅表示，新兴制造业持续发展壮
大、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投资运行亮点凸显、消
费持续转型升级，是我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四类显著特点，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别
是高新技术投资力度增强最为明显。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
来，在稳投资、促增长政策推动
下，全市交通、水利等民生重
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一
批轨道交通、重大产业、新基建等
重点项目加快开工，对整体投资支
撑作用明显。上半年，全市高新技术
制造业投资增长27.1%，高于工业投资
增速1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达18%。

对于上半年全市城乡居民增收情况，
李涛明表示，随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落实，全市经济延续
良好发展态势，居民收入亦保持增长势
头，而支撑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
素包括宏观经济稳步复苏，为增收奠
定基础；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为增收
营造条件；惠民政策持续出台，为增
收提供支撑；巩固脱贫成果推进
乡村振兴，为增收注入活力。

工业支柱产业地位持续巩固“需求侧”动力持续强劲

两大亮点增添动能
□本报记者 夏元

“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统计数据来看，全
市经济呈现持续恢复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质量效益总体提升，经济发
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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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工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为全市经济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兵表示，从数据来看，上半年全市第一、
二、三产业实现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分
别为5.3%、39.5%、55.2%，表明我市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随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大，带
动了全市规上工业、“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服务
业营收增速数据亮眼，增添了全市经济内在结
构的发展“成色”，让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越发
强劲。

工业支柱产业地位持续巩固，特别是制造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一
大亮点。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工业实现生产

稳定增长，高新产业加速发展，突出了创新驱动
新态势，带动了工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尤其
是在工业支柱产业方面，汽摩、电子两大产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3.7%、33%，成为全市经济
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的“压舱石”“稳定器”，同
时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同比增长31.9%和30.1%，则体现出制造
业创新驱动态势。

“需求侧”动力持续强劲带动经济发展，是
上半年全市经济发展另一亮点。随着全市积极
出台稳投资、促消费等一揽子政策措施，坚持

“双循环”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上半年全市投资、
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数据亮眼、动力强劲，推
动了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周兵认为，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
入推进，加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陆海新
通道、中新项目合作等利好因素，下半年全市经
济发展有望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而扎实推进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和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等，仍是下半年我市须持续做好的重
点工作。

专
家
解
读

上半年全市GDP

12903.41亿元
同比增长12.8%
两年平均增长6.6%

特
点
分
析

8类数据
解码“成绩单”

热
点
时
评

增
11
农
业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
调查总队。制图/郑典 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