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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增收入 获得感更强了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下）

投资在补短板、转型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消费方式不断创新发展，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今年一季度，随着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不断增强。未来，随

着各项惠民利民政策不断落地实施，我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随着一系列“稳投资”政策落地实
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
一季度，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
含 农 户 ） 10187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3%。同时，在补短板、转型升级等方
面的投资持续发力，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继续彰显。

一、基础设施投资企稳回升
2018年10月份以来，全国基础设施

投资增速持续回暖，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4.4%，比去年全年提高0.6个百分点。

民生相关领域投资增速加快。一季度，
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4.3%，增速比1月
份至2月份和去年全年分别提高4.1个和2.4
个百分点。

二、制造业投资结构继续优化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一季度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4%，增速比1月

份至2月份提高5.2个百分点，高于全部
制造业投资6.8个百分点。

制造业中转型升级投资增长态势良
好，是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季度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16.9%，增速
比去年全年提高2个百分点。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稳定
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政策

作用下，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主要
指标多呈稳中向好态势。一季度，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1.8%；房地产新开工面
积 增 长 11.9% ；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0.9%，降幅收窄2.7个百分点。

四、民间投资平稳增长
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6.4%。其

中，社会领域投资增长26.6%，增速比1月
份至2月份提高9.2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长13%，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五、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有所加快
一 季 度 ， 外 商 企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8.7%，增速比 1 月份至 2 月份提高 5.3 个百
分点；港澳台商投资增长 2.8%，增速比 1
月份至2月份提高2.8个百分点。

六、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提高
一 季 度 ， 东 部 地 区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4.3%；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6%；西部地区
投资增长7.8%；东北地区投资增长2.9%。

投资增速稳步回升 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 彭永涛

一季度，我国消费品市场总体平稳，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消费方式不断创
新发展，消费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
进，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消费仍是
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一、消费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消费品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从名

义增速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8.3%。同时，国内消费继续发挥
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一季度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1%。
二、城乡消费结构优化，农村市场增速快
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和市场预期有所改

善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8.2%，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1个百
分点。同时，农村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一季
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9.2%，增速
高出城镇市场1.0个百分点。

三、商品结构持续调整
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加快，一

季度与消费升级相关的通信器材类商品同
比增长 10%；化妆品类增长 10.9%。同
时，服务类消费需求旺盛，一季度全国餐
饮收入增长9.6%，增速高于商品零售1.4
个百分点。

四、消费方式不断创新
新兴业态快速增长，一季度全国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1.0%，增速比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12.7 个百分点；传统
业态增势平稳，一季度限额以上超市、便

利店零售额分别增长7.5%和10.5%。
新旧业态融合发展。据测算，一季度限

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比重为 11.3%，
比上年四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

五、消费品市场供应稳定
消费品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一季度消

费品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速保持在 6% 以
上；消费领域投资增势较好，一季度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 22.7%，教育
投资增长 14.7%；消费相关行业运行良
好，一季度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值为
54.6%。

随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减税降费及促
消费政策逐步显效，居民消费需求将进一步
释放，消费转型升级态势将会延续，消费市
场总体上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消费潜力得到释放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蔺 涛

今年以来，在供给较为充裕的情况下，
消费领域价格涨势温和，生产领域价格略
有上涨，全国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一、消费领域价格涨势温和
一季度，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比去年同期上涨 1.8%，涨幅比去年同
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受节日
因素影响，1 月份和 2 月份 CPI 分别上涨
0.5%和1.0%，节后3月份转为下降0.4%；
从同比看，1 月份至 3 月份 CPI 分别上涨

1.7%、1.5%和2.3%，涨幅波动主要受食品价
格变动影响。各月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分别为1.9%、1.8%和1.8%，涨势温和，
涨幅稳定。

食品价格涨幅略有扩大，一季度食品价
格上涨2.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2个百
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45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涨幅回落，一季度非食品价
格上涨1.7%，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0.5个百
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39个百分点。

二、生产领域价格略有上涨
PPI涨幅明显回落。一季度，全国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2%，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5个百分点,
比去年四季度回落 2.1 个百分点。其中，
生产资料价格由去年同期上涨 4.9%转为
持平，是PPI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多数工业行业价格总体稳定。一季
度，在调查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出厂
价格上涨的有 29 个，持平的有 2 个，下降

的有9个。多数行业出厂价格涨跌幅变动较
小，有 28 个行业出厂价格涨跌幅在±2.0%
之间。

装备制造行业出厂价格总体平稳。其
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上涨0.9%，专
用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上涨0.5%，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上涨
0.2%；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出厂价格持平。

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出现上涨。一季度，
国际原油价格反弹，加之部分地区低温导致
采暖需求增加，能源产品价格有所上涨。受
春节因素影响，1月份至2月份，市场对钢
材和有色金属的需求偏弱，价格下降。3月
份，随着节后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对钢材、
有色金属的需求有所增加，相关产品价格随
之上行。

价格运行总体平稳 生产领域略有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 赵茂宏

一季度，受经济下行压力和春节因素
影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先升后降。在
就业优先政策和一系列稳就业、促就业措
施持续发力下，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
稳定。

一、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先升后降
今年前3个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

别为5.1%、5.3%、5.2%，较去年同期分别上
升0.1个、0.3个、0.1个百分点，虽然2月份
有所上升,但 3 月份又出现回落,各月均低

于 5.5%的预期目标。1 月份、2 月份，因经
济下行压力和春节因素综合影响，失业率走
高。3 月份，随着季节性因素衰减，节后天
气转暖企业复工，用工需求增加，季节性歇
业临时失业人员比重明显下降。分年龄看，
25 岁至 59 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一季度各
月失业率均低于5%的水平，就业形势总体
保持稳定。

二、企业用工需求平稳
企业用工需求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

3月份在东部6省开展的制造业企业用工重
点调研显示，春节后企业返岗复工情况良
好，返岗率达到九成以上，部分企业需求较
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月度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3月份企业
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0 个小时，
比上月增加 1.1 个小时，比去年同期增加
0.3个小时。各类型企业周平均工作时间均
比2月份有所上升，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员
周平均工作时间比上月增加1.4个小时。

三、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基本平稳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1月

份至3月份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完成全
年目标29.5%，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7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9万人，均保持较高
水平。一季度全国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
为 1.28，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0.1个百分点，招聘岗位数量大于求职人数，
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基本平稳。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
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强化各方面重视就
业、支持就业导向，陆续出台了降低增值
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税收减免政
策，大力降低企业营商成本，全力支持企
业吸纳就业，针对重点就业群体精准施
策，努力促进就业创业，确保了我国就业
形势保持稳定。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市场供求平稳有序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 孟灿文

一季度，全国居民收入继续增长，与经
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呈现出略快于经济
增长的态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
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服务性消费支出
较快增长。

一、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9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快于GDP增速

0.4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一季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33元，增长(以下
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7.9%，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4600元，增长8.8%，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6.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0 个百分点，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工资、转移收入稳步增长，经营、财产

收入加快增长。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4838元，增长8.7%；全国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1486元，增长8.3%；全
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721 元，增长
12.2%，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1.9 个百分
点；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1449 元，
增长7.3%。

二、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538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7.3%，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7160 元，增长 6.1%，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4.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525元，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快
于城镇居民2.7个百分点。

服务性消费支出较快增长。一季度，全
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2329元，增长
11.9%，快于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4.6个百
分 点 。 其 中 ， 人 均 饮 食 服 务 支 出 增 长
18.6%；人均医疗服务支出增长15.7%，主
要是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报销药
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更加
便利等；人均教育支出增长35.8%，主要是
上年春节较晚，开学时间推迟，部分教育费
用滞后发生导致一季度基期数较低，因而教
育支出增长较快。

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消费支出稳中有增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 王有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