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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活力、动力和潜力不
断释放，发展亮点逐渐增多。”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新
闻发言人秦瑶表示，一季度重庆经济有五大亮点。

一是“六稳”工作成效明显。具体包括就业形势稳，
一季度，全市城镇新增就业增长2.9%，城镇登记失业率
2.5%，处在较低水平；金融发展稳，1-2月银行业不良率
1.11%，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0.6％；对外贸易稳，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9%；
利用外资稳，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9%；投资增长稳，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6%；经济预期稳，全社会用电量、货
运量等先行指标分别增长3.8%和7.6%。人民币中长期
贷款余额增长15.9%。

二是主要行业开局良好。秦瑶说，一季度，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4.3%，增速较上年同期回升1.8个百分
点。1-2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1%，增速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

三则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秦瑶介绍，从供给端
看，工业生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普
遍实现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1.7倍；环境污染
防治专用设备增长27.0%；光电子器件增长24.3%；电子
元件增长42.1%。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1-2月，规模
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营业
收入分别增长52.9%、54.5%。从需求端看，投资结构持
续改善，一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13.5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31.2%，实现快速增
长。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1.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6.0个
百分点。

四是一季度重庆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改善，例如财政
收入平稳增长，同比增长 2.7%，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4.8%，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
不断提升。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8.9%，快于城镇居民0.4个百分点。物价水平
保持平稳。

五是一季度重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
实效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1-2月，规上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58.4%，比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企业杠杆
率在全国保持较低水平；规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
天数比上年同期减少1.0天，资金使用效率继续得到改
善。

“正是由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全市一季度经济
实现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开局。”秦瑶说。

我市一季度经济呈5亮点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9.3%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产业新产品快速增长，“六稳”工作成效明显

今年一季度，重庆经济运行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4月19日，记者从2019年一季度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市经济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一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5102.30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0%。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368元，同比增长9.3%。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秦瑶表示。一季度重庆经济有五大亮点，“六稳”工作成效尤其明显。

新产业新产品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5102.30亿元，同比增长6.0%。分产业看，一、二、三产业实
现增加值分别增长3.9%、6.3%、5.8%。

据悉，一季度全市工业经济增速持续回升，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4.3%，比上年全年和同期分别回升3.8和1.8个
百分点，呈现企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秦瑶表示，这一方
面是受多数支柱产业明显回升带动。一季度，全市除汽车
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外，其余产业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汽车产业重点车企生产好于预期，降幅比去年全年收窄
0.2个百分点。电子产业一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长8.8%。摩
托车、装备、化工、医药、材料、消费品等产业增速均不同程
度回升，发展势头逐步向好。

二是新产业、新动能实现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一季
度，全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战略性新兴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6.8%。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
增速分别达到 18.9%和 14.0%。高技术产品实现快速增
长，全市新能源汽车增长1.7倍，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增
长27.0%，光电子器件增长24.3%，电子元件增长42.1%。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从投资来看，一季度重庆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技
改投资占比创新高。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6%。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11.6%，拉动全市投资增长
6.0个百分点。

分板块看，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3%。
据了解，一季度我市基础建设短板加快补齐，全市交

通投资达到了10.7%。其中轨道交通投资增长9.0%，高速
公路投资增长14.8%。全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快
速增长，增速达29.7%。

此外，一季度工业投资增长5.3%。其中，工业技改投
资同比增长31.2%，占工业投资比重达43.5%。

具体到房地产市场来看，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0.0%。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为
22964.8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14946.73万平方米，增长6.7%。一季度全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1441.5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228.87 万平方米，下降 6.8%。商品房销售额 1096.37 亿
元，下降3.1%，其中住宅销售额936.78亿元，下降1.2%。

服务业发展稳中有升

一季度，重庆服务业发展也实现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1-2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536.95亿元，同比增长13.1%。数字经济新动能促进服务
业提质增效，1-2月，全市规上服务业中数字经济产业企
业达566家，占规上服务业总数的14.9%；1-2月实现营业
收入 169.98 亿元，占全市规上服务业的 31.7%，增长
15.2%。

同时，“互联网+”也促进我市服务业转型升级，1-2
月，规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营业收入17.66亿元，
增长52.9%。

此外，一季度，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7220.22亿元，同比增长13.2%。全市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实
现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额24.0亿元，增长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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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一季度重庆经济有五大亮点

GDP同比增长6.0%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5102.30 亿元，同比增长 6.0%。
一、二、三产业实现增加值分别增长3.9%、6.3%、5.8%。

规上工业同比增长4.3%
其中，全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战略性新兴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 6.8%。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增速分
别达到18.9%和14.0%。

服务业同比增长13.1%
1-2 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536.95 亿元，同比增
长 13.1%。1-2 月，全市规上服务业中数字经济产业企业达 566
家，占规上服务业总数的 14.9%；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9.98 亿
元，占全市规上服务业的31.7%，增长15.2%。

电子商务交易同比增长13.0%
全 市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商 品 销 售 总 额 7220.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新业态不断拓展，全市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实现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交易额24.0亿元，同比增长13.0%。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1.6%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6%。分板块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3%，工业投资增长 5.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10.0%。工业技
改 投 资 占 比 创 新 高 ，同 比 增 长 31.2% ，占 工 业 投 资 比 重 达
43.5%。民间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增速达 11.6%，拉动全市投资
增长6.0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8.3%
截至 3 月底，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 22964.8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14946.73 万平方米，增长 6.7%。全市商
品房销售面积1441.5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3%。

CPI同比上涨1.9%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较上年同期上涨1.9%。全市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0.7%，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368元，同比增长9.3%。其中，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068 元 ，增 长
8.5%；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35 元 ，增 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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