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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地区生产总值 1季度
同比

±%

比重

(%)

全区生产总值（万元） 542760 6.0 100.0

第一产业 12017 4.9 2.2

第二产业 272278 8.9 50.2

工业 243248 10.2 44.8

建筑业 29030 -1.2 5.4

第三产业 258465 3.4 47.6

批发和零售业 40652 5.2 7.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5170 -1.7 6.5

住宿和餐饮业 18579 2.1 3.4

金融业 21335 0.7 3.9

房地产业 17551 4.9 3.2

其他服务业 124942 4.8 23.1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236 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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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85 8个 — —

总产值（万元） 812096 15.0 -16.6 100.0
＃大中型 448710 22.1 -20.0 55.3
＃平山现代装备制造园 534453 19.6 -28.3 65.8
煤电化产业园 127691 -0.3 -21.1 15.7

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278650 38.6 -102.5 34.3
重工业 533446 5.6 -5.9 65.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股份制 720546 18.5 -20.2 88.7
外商及港澳台 91550 -6.7 -6.9 11.3

按工业行业大类分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8914 17.1 1.0 9.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0280 8.6 -2.8 22.2
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 85687 -5.5 -26.3 10.6
非金属矿采选业 32621 1.2 -36.6 4.0
金属制品业 28264 -20.2 -24.3 3.5
医药制造业 28212 12.8 -22.8 3.5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95026 52.7 -234.6 24.0

按优势产业分

新能源（储能）产业 203569 52.7 — 25.1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电子元

器件）产业
25174 2.8 — 3.1

新材料产业 275797 9.1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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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 29096 8.4 — 3.6
工业销售产值（万元） 759926 12.0 -19.5 —

＃出口交货值 10499 104.9 73.4 —

注：本手册中“提高百分点”，为本期增速比同期增速提高的百分点。

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火力发电量（万千瓦时） 102872 22.6 -26.3

水泥（吨） 659020 4.2 4.7

平板玻璃（重量箱） 2925844 -13.8 67.1

钢化玻璃（平方米） 2843118 9.7 -26.4

夹层玻璃（平方米） 1095426 -7.7 -34.1

中空玻璃（平方米） 455336 -17.1 -40.7

甲醇（吨） 135727 -2.9 2.8

无缝钢管（吨） 24316 14.4 -25.3

中成药（吨） 96 15.9 -28.1

自来水（万吨） 462 13.2 12.7

商品混凝土（吨） 271352 9.4 -7.0

锂离子电池 (万自然只) 7470 34.9 -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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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3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工业销售收入（万元） 561791 22.2 -17.6

产成品（万元） 72191 87.5 117.7

资产合计（万元） 2068728 29.3 34.4

负债合计（万元） 1305589 36.0 40.9

税金总额（万元） 17306 25.0 52.1

利润总额（万元） 19147 -57.8 -127.1

亏损企业个数（个） 12 1个 —

亏损企业亏损额 （万元） 13305 380.2 430.6

应交增值税（万元） 13184 39.5 74.6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18119 5.9 5.1

规模以上工业能耗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538675 5.2 2.1

原煤消费量（吨） 766870 3.9 -6.1

电煤消费量（吨） 424980 18.3 -23.0

电力消费量（万千瓦时） 37711 6.4 -19.8

天然气消费量（万立方米） 5314 306.6 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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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投资总额（万元） 303310 9.3 3.0 100.0

＃基础设施投资 91795 8.5 19.2 30.3

＃民间投资 179487 34.7 39.7 59.2

＃工业技改投资 126907 48.3 -55.0 41.8

区域内投资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195649 10.4 2.7 64.5

设备工器具购置 90831 14.6 4.0 29.9

其他费用 16830 -20.5 -5.0 5.5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250 -93.3 -74.7 0.1

第二产业 228147 39.5 -28.6 75.2

＃工业 228147 39.5 -28.6 75.2

第三产业 74913 -32.1 -1.4 24.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130 -54.9 -49.4 4.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31010 10.8 54.9 10.2

房地产开发 26668 -47.6 -44.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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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商品房建设与销售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房地产企业数（个） 18 -5个 —

施工面积（平方米） 810153 -15.6 -53.4

＃住宅 566962 -15.3 -39.6

商业营业用房 153920 -29.3 -120.9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35790 91.0 -5666.2

＃住宅 25662 68.4 —

商业营业用房 300 -67.3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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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93 -18.0 -59.0

＃住宅 52246 -11.2 -59.3

商业营业用房 1550 -79.2 -100.8

销售额（万元） 30272 -6.0 -86.9

＃住宅 29315 -1.1 -98.6

商业营业用房 753 -69.1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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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社会消费品零售 1-4 月
同比

±%
比重(%)

零售总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108075 18.6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批发业 1-4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业单位数（个） 46 15个 —
＃企业法人 43 15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350444 24.8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零售业 1-4 月
同比

±%
比重(%)

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数（个） 65 15个 —
＃企业法人 43 12个 —

商品销售额（万元） — — —

＃限额以上 77293 20.5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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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住宿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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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6 22.1 —

限额以下 — — —

分劈数据 — — —

餐饮业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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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4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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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接待及收入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旅游总收入（万元） 578912 7.3 -165.3

游客接待人次（万人次） 751.89 4.1 -169.0

＃国外游客 0.01 -50.0 45.5

国内游客 751.88 4.1 -169.4

＃过夜游客 234.49 2.2 -240.6

＃黑山谷 7.5 -3.8 57.2

金蝶湖文化公园 2.49 107.5 —

万盛科技馆 2.61 -39.3 —

主要景点门票收入（万元） 165.8 -5.2 49.6

＃黑山谷 165.8 -5.2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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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万元） 26774 -50.4 -82.2

税收收入 13501 -43.6 -30.1

增值税 4176 -46.7 -47.3

企业所得税 2206 -36.6 -82.9

个人所得税 666 -4.2 -23.0

资源税 330 -16.7 51.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362 -28.0 -27.6

房产税 2210 3.9 -10.7

印花税 773 21.4 -1.8

城镇土地使用税 1842 -56.0 -38.9

土地增值税 -810 -507.0 -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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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收入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耕地占用税 -297 -246.3 -379.6

契税 788 -62.7 -14.3

非税收入 13273 -55.8 -182.4

专项收入 680 5.4 4.8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14 104.4 -20.8

罚没收入 1745 51.3 —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9733 -58.3 -154.9

捐赠收入 0 — —

其他收入 1 -100.0 -885.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637 -63.3 -49.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234 -78.1 -50.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100.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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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财政支出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79680 -9.1 -1.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8886 -26.7 -14.3

国防支出 66 78.4 157.8

公共安全支出 5754 -16.6 -46.9

教育支出 18037 -0.4 -49.4

科学技术支出 228 -3.0 36.9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922 -16.3 -113.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314 -6.8 -44.8

卫生健康支出 7535 17.3 66.1

节能环保支出 1489 7.7 -92.3

城乡社区支出 4414 64.6 128.9

农林水支出 3952 -57.4 -219.3

交通运输支出 3243 64.0 149.2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37 -21.1 -0.2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40 -65.1 -289.3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128 -25.0 -115.5

住房保障支出 3014 75.5 149.1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920 -69.6 11.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558 -69.8 -21.8

注：财政指标由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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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金融机构存贷款 4月末 同比±%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万元） 1683268 8.8 13.4 100.0

居民储蓄存款 1398222 6.9 -4.9 83.1

定期存款 1053872 10.0 -5.9 62.6

活期存款 344349 -1.6 -3.4 20.5

单位存款 285046 19.0 65.9 16.9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万元） 1348136 8.3 -10.5 100.0

单位贷款 664180 6.7 8.2 49.3

＃工业贷款 331922 -4.1 -14.7 24.6

个人贷款 683956 10.0 -39.5 50.7
贷存比（%） 80.1 -0.3点 -16.1 —
不良贷款（万元） 6386 -12.1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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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提高

百分点

比重

(%)

保险保费收入（万元） 11052 -8.2 -90.4 100.0

＃人身险 8999 -11.3 -149.9 81.4

财产险 1811 8.6 28.0 16.4

保险赔付支出（万元） 1692 -3.9 -113.7 100.0

＃人身险 781 -6.3 -26.4 46.2

财产险 860 -0.4 -158.7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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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人） 2777 38.2 60.6

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人） 3413 -37.9 -158.8

期末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人） 215948 -4.4 -16.9

期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人） 45215 0.1 -20.8

期末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人） 55802 -17.8 -52.6

期末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人） — — —

期末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 6695 -23.6 -22.0

城镇居民 3245 -23.6 -16.6

农村居民 3450 -23.6 -27.8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万元） 1345 -20.9 -27.5

城镇居民 776 -21.4 -21.0

农村居民 578 -18.9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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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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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起 6人 -5起-6人

煤矿 0起 0人 0起 0人 0起 0人

交通 0起 0人 5起 6人 -5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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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按照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安全事故交通死亡指标本期与同期均有调整。

招商引资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新签约项目（个） 12 — —

合同引资（万元） 1504300 — —

注：招商引资数据由投资促进中心提供，根据投资促进中心统计制度招商引资

指标有调整。

邮政 1-4 月
同比

±%

提高

百分点

邮政业务总量（万元） 2291 19.4 -16.2

注：邮政数据出自邮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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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标

市场主体 1-4 月
同比

±%
比重(%)

累计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1123 -4.4 100

内资企业 270 0.7 24.0

个体工商户 852 -6.1 75.9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 0.1

当月新发展市场主体（个） 286 -37.0 100

内资企业 58 -24.7 20.3

个体工商户 227 -39.8 79.4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 0.3

注：市场主体数据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规模以上服务业 1-3 月
同比

±%
比重(%)

法人单位个数（个） 31 4个 100.0

#交通运输业 8 0 25.8

其他服务业 20 3个 64.5

营业收入(万元） 29171 18.8 100.0

#交通运输业 10637 9.7 36.5

其他服务业 17717 25.1 60.7

注：市统计局只反馈季度增速数据,绝对额采用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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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知识

二氧化硫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工业 SO2 排放量

与生活 SO2 排放量之和。

工业废水排放量 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

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水、外排

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

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外排的间接冷却水

（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二氧化硫排放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

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 SO2 总量，计算公式

为：

工业 SO2 排放量=燃料燃烧过程中 SO2 排放量+

生产工艺过程中 SO2 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通

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

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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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

体废物累计贮存量），如用作农业肥料、生产建筑

材料、筑路等。综合利用量由原产生固体废物的单

位统计。

统计违法举报：

举报电话：48272726、48271528、4827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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