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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85 6个 — —

总产值（万元） 355029 23.0 -31.0 100.0

＃大中型 203865 37.9 -14.3 57.4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237688 28.7 -57.2 66.9

煤电化冶产业园 60585 8.8 -22.0 17.1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133053 58.6 -145.1 37.5

重工业 221977 8.4 -20.3 62.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320386 30.2 -33.9 90.2

外商及港澳台 34644 -18.3 -29.4 9.8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1890 22.5 10.3 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2479 11.2 -13.2 20.4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38547 1.6 -25.9 10.9

非金属矿采选业 13717 6.5 -130.8 3.9

金属制品业 11630 -16.4 -92.2 3.3

医药制造业 10086 24.8 -29.3 2.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1177 75.6 -266.8 28.5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342227 22 -32.3 —

＃出口交货值 6841 275.1 26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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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50165 8.3 -56.1

水泥（吨） 237248 -7.9 -47.9

平板玻璃（重量箱） 1018611 158.9 241.1

钢化玻璃（平方米） 1291596 7.6 -22.5

夹层玻璃（平方米） 458183 -5.3 -14.5

中空玻璃（平方米） 224726 -6.9 -36.0

甲醇（吨） 67495 -31.6 -80.7

无缝钢管（吨） 10443 29.7 -33.5

中成药（吨） 34 35.7 -11.4

自来水（万吨） 256 18.5 -14.8

商品混凝土（吨） 110407 12.3 -73.0

锂离子电池（万自然只) 3970 57.6 —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255685 -2.0 -29.2

原煤消费量（吨） 359320 -7.1 -34.4

电煤消费量（吨） 203456 -2.5 -61.8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18571 -5.6 -54.1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2501 197.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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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71112 24.0 -76.5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20962 -29.0 -534.7 29.5

＃民间投资 37978 113.5 136.4 53.4

＃工业技改投资 15265 64.1 87.0 21.5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42814 -7.9 -192.5 60.2

设备工器具购置 21520 114.5 129.2 30.3

其他费用 6778 729.6 669.1 9.5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90 -77.4 -43.9 0.1

第二产业 52224 96.2 41.5 73.4

＃工业 52224 96.2 41.5 73.4

第三产业 18798 -38.0 -218.8 26.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73 -71.5 -559.7 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900 -38.4 -846.2 8.3

房地产开发 9525 15.3 -5.6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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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数（个） 18 -2个 —

施工面积（平方米） 806963 -14.3 -42.2

＃住宅 563772 -13.9 -28.9

商业营业用房 153920 -29.0 -113.5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32600 4557.1 —

＃住宅 22472 4394.4 —

商业营业用房 300 — —

竣工面积（平方米） 0 -100.0 —

＃住宅 0 -100.0 —

商业营业用房 0 — —

销售面积（平方米） 24700 -28.8 -256.9

＃住宅 23954 -28.8 -255.1

商业营业用房 308 -13.0 -355.5

销售额（万元） 13159 -29.3 -425.3

＃住宅 13030 -28.2 -424.9

商业营业用房 46 -88.3 -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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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2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39279 16.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7 16个 —

＃企业法人 44 16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67584 29.4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64 14个 —

＃企业法人 42 11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26369 18.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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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住宿业单位数（个） 52 6个 —

＃企业法人 17 -1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4584 18.7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2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餐饮业单位数（个） 113 12个 —

＃企业法人 19 -2个 —

营业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8462 11.5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注：分劈数据为区外商贸法人单位在本区的产业活动单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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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旅游业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297484 10.0 -252.8

旅游接待人次（万人次） 384.51 6.3 -257.2

＃国外游客 0.01 -45.0 51.3

国内游客 384.50 6.3 -258.7

＃过夜游客 128.51 3.1 -298.8

＃黑山谷 3.01 30.2 89.1

金蝶湖文化公园 1.45 142.2 —

万盛科技馆 1.15 -50.6 —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76.49 15.9 89.5

＃黑山谷 76.49 15.9 89.5

金蝶湖文化公园 0 — —

万盛科技馆 0 — —

注：旅游数据由文旅局提供，黑山谷为黑山谷、万盛石林联合景区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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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14941 -18.3 17.0

税收收入 7695 -23.7 10.2

增值税 4448 -16.5 -19.0

企业所得税 1129 -48.5 -94.0

个人所得税 464 22.4 35.9

资源税 273 -5.9 43.3

城市维护建设税 958 -21.8 -18.3

房产税 176 2833.3 2932.2

印花税 458 35.1 38.8

城镇土地使用税 117 875.0 895.0

土地增值税 -897 52.6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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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3 -66.7 -35.9

契税 403 -49.4 27.3

非税收入 7246 -11.8 25.0

专项收入 328 -21.7 -18.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35 — —

罚没收入 192 — —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691 37.0 101.9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0 -100.0 -745.5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431 —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9 —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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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39829 1.8 9.8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225 -33.3 -34.5

国防支出 14 -44.0 23.5

公共安全支出 2569 -19.7 -41.3

教育支出 9960 23.3 -5.6

科学技术支出 119 -22.2 -126.2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13 -11.3 -97.0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523 15.4 9.0

卫生健康支出 2778 41.8 109.1

节能环保支出 416 -23.2 -140.0

城乡社区支出 1249 3.7 83.8

农林水支出 1824 49.1 38.8

交通运输支出 1187 58.7 8.8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64 -30.5 -27.5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38 -87.7 -366.8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9 -26.9 -158.6

住房保障支出 992 16.8 42.5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53 -80.8 -284.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290 — —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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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2月末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612040 4.1 2.3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391844 7.0 -5.6 86.3

定期存款 1033711 11.4 -5.3 64.1

活期存款 358132 -3.8 -7.2 22.2

单位存款 220196 -11.3 20.8 13.7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39637 6.7 -15.4 100.0

单位贷款 619478 -1.0 -4.9 46.2

＃工业贷款 311974 -3.2 -50.5 23.3

个人贷款 720159 14.4 -33.5 53.8

存贷比（%） 83.10
2.05
点

-11.4 —

不良贷款（万元） 6276 -27.4 -2.3 —

注：金融指标为核算口径，不含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民生村镇银行数据。

保险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7355 -9.9 -120.3 100.0

＃人身险 6233 -13.0 -167.5 84.7

财产险 1002 13.5 21.9 13.6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841 6.9 -221.9 100.0

＃人身险 414 2.0 -99.4 49.2

财产险 386 4.9 -289.3 45.9

注：金融和保险数据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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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18 -98.6 -225.9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3461 -11.1 -107.0

期末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216670 -0.6 -10.3

期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45640 -3.1 -28.8

期末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人） 56941 -7.2 -31.3

期末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6762 -23.9 -23.9

城镇居民 3272 -23.5 -16.8

农村居民 3490 -24.2 -31.4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679 -20.4 -27.2

城镇居民 389 -21.4 -21.2

农村居民 290 -19.0 -37.2

注：社会保障数据由人社局和民政局提供。因国家医保平台上线系统不稳定，故

暂未统计出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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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招商引资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7 — —

合同引资（万元） 1467050 — —

注：招商引资数据由投资促进中心提供。

邮政 1-2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1172 13.6 -34.8

注：邮政数据出自邮政公司。

安全生产 1-2 月
去年

同期

同比

±%

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0起 0人 3起 4人 -3起-4人

煤矿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交通 0起 0人 3起 4人 -3起-4人

建筑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特种设备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其他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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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市场主体 1-2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465 24.0 100.0

内资企业 92 -1.1 19.8

个体工商户 373 32.3 80.2

农民专业合作社 0 — 0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22 39.6 100.0

内资企业 42 -12.5 18.9

个体工商户 180 62.2 81.1

农民专业合作社 0 — 0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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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等级运动员人数 指经考核正式批准授予等级运动员称号的人

数。运动员等级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

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级运动员。

等级裁判员人数 指经考核正式批准授予等级裁判员称号的人

数。裁判员等级分为国际裁判、国家级裁判、一级裁判、二级裁判、

三级裁判。

文化事业机构 指从事专业文化工作和为专业文化工作服务的

独立建制的单位。不包括这些单位另外举办独立核算的其他机构和各

部门的业余文化组织。

艺术表演观众人数（人次） 指售票、包场演出或民族地区免费

演出的艺术表演观众人次数，不包括彩排审查和内部观摩演出的观看

人次数。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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