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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基础更巩固“进”的势头更强劲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下）

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不断壮大，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就业指标完成近七成……透过中国经济大数据，一幅稳

中有进的经济画卷跃然眼前。环顾全球，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可谓来之不易。但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

幻，保持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中国经济发展依然韧性十足、潜力巨大，长期向好的发展大势不可阻挡。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蔺 涛

物价保持平稳态势 消费领域温和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 赵茂宏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 孟灿文

收入快于经济增长 居民支出平稳增长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 王有捐

能源供应增长加快 节能降耗稳步推进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 刘文华

2019 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体
平稳，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分季度增速稳中
有升。城乡市场共同发展，消费结构持续优
化,线上线下加速融合，促进消费增长的新
动能不断壮大。

一、市场销售总体平稳
国内零售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分季度

增速稳中有升。从名义增速看，上半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增速比上
年同期回落 1.0 个百分点，但与 2018 年下
半年基本持平。从实际增速看，扣除价格因
素，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6.7%，

比2018年下半年加快0.4个百分点。
国内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

继续显现。据测算，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二、城乡市场共同发展
上半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8.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0.9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二季度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8.5%，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快于城
镇。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9.1%,增速比城镇高0.8个百分点。

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
网上零售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1.6%，增速比同
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13.2 个百分点，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9.6%，比
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传统零售企业在
“互联网+”浪潮推动下纷纷转型，部分传统
业态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上半年，限额以上
超市、便利店和专业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7.4%、8.2%和5.3%。

四、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

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加快。上半
年，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和家电类商品分
别增长7.4%和6.7%。

服务类消费较快增长。上半年，餐饮收
入增长 9.4%，高于商品零售 1.1 个百分点，
保持较快增长。

五、新兴消费领域供应增加
消费品工业中与新兴消费密切相关的

行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增加值
增长超过9%，增速比一季度有所加快。

与消费转型升级直接相关的投资增势
较好。上半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
长22.1%，教育行业投资增长18.9%。

下半年，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减税降
费及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落实、促消费政策
逐步显效，以及 5G 等新技术和新产品逐步
应用等多因素带动下，居民消费需求将进一
步释放，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市场
总体上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稳
市场稳价格措施，全国物价运行保持了总体
平稳态势。

一、消费领域价格总体温和上涨
上半年，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2.2%，比去年同期扩大0.2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涨幅扩大。上半年，食品价格

上涨4.7%，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3.5个百分
点，影响 CPI上涨约 0.93个百分点，鲜果和
鲜菜价格涨幅扩大以及猪肉价格由降转涨
是影响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上半年，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16.1%，涨
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3.1个百分点。鲜果价
格持续上涨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既有消
费升级和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的因素，也有气
候变化导致供应不足的原因。上半年，鲜菜
价格上涨9.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4个
百 分 点 。 猪 肉 价 格 则 由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12.5%转为上涨7.7%。由于消费替代效应，
其他肉禽价格上涨，羊肉、牛肉和鸡肉价格
同比分别上涨10.2%、7.0%和6.1%。

核心CPI涨幅回落。上半年，非食品价
格上涨1.6%，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0.6个百

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31 个百分点。其
中，服务价格上涨 2.0%，涨幅回落 0.7 个百
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76个百分点。

二、生产领域价格小幅上涨
上半年，全国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上涨 0.3%，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3.6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2%，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4.9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7%，涨幅比去年同期
扩大0.4个百分点。

石油相关行业价格波动较大。今年以
来，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1月份至 4 月

份，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较多，5月中下旬后，
国际油价开始下跌，至 6 月中下旬已跌回 2
月上旬水平。

金属相关行业价格涨跌互现。受前期
钢材产量大幅度增加、市场供应充足影响，
上半年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由
去年同期上涨 12.7%转为下降 0.5%。但受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高影响，建筑类钢材
价格依然维持涨势。其中，钢筋价格上涨
0.5%，线材价格上涨0.1%。此外，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由去年同期上涨
7.7%转为下降1.8%。

装备制造行业价格总体稳定。上半年，
在全球经贸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
我国装备制造行业价格总体平稳，部分行业
价格有所上涨，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价格上
涨0.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价格上涨0.2%。此外，受市场需求持续低
迷影响，上半年汽车制造业价格下降0.6%。

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外部
环境影响，党中央、国务院把稳就业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实施了一
系列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措施，就业形势保
持总体稳定。

一、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基本稳定
1 月份至 6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位于5.0%至5.3%之间。今年1月份，失业率
为5.1%，2月份受春节期间调换工作影响，临
时失业人员增加，失业率达到5.3%的高峰，
随着节后陆续恢复工作，3月份就业状况有
所好转，失业率降至5.2%。进入二季度，整

体经济活动进入旺季，用工需求增加，就业
形势持续向好，失业率继续有所下降，4 月
份、5月份失业率均为 5.0%。6月份随着毕
业季因素有所显现，失业率略升至5.1%。

尽管受季节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因
素影响，城镇调查失业率在月度之间有所波
动，但各月均低于5.5%的预期目标。

二、相关政策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面对较大的就业压力，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
促就业的政策措施，有效地确保了就业形势
的基本稳定。

一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发挥宏
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稳定增长，
为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进一步加大支持企业吸纳就业的
政策力度。不断降低营商成本，实施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出台实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方案，不断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力度，都有
利于企业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岗位。

三是打造双创升级版带动就业。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落实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加强对灵

活就业、新形态就业的扶持。
四是针对重点群体精准施策。积极引

导高校毕业生创业创新、基层就业、参军入
伍，密集开展校园招聘。结合乡村振兴计
划，不断提升农民工就业服务质量，加快推
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五是加大培训服务力度。大规模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全面启动运用 1000 亿元失
业保险基金开展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
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工作，实施全方位公
共就业服务推进行动。

面对当前总体稳定的就业形势，仍必须
清醒地看到城镇调查失业率各月均高于去
年同期水平。同时，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2019 年高校毕业生
数量再创历史新高。总体看，当前依然面临
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需要持续推进稳就业的
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形成合力，化解就业压
力，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上半年，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略快
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消费
结构进一步改善。

一、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94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速0.2个百分点，更快于人均GDP
增速0.6个百分点。

分城乡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

镇居民。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1342 元，增长 （以下如无特别说明，
均为同比名义增长） 8.0%，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7778 元，增长 8.9%，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0.9 个百
分点。

分构成看，工资、转移收入继续增长，经
营、财产收入加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 8793元，增长 8.7%。全国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2467 元，增长 8.9%。
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1321 元，增长
13.2%。

此外，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
高、税率结构优化及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等综
合改革措施有效降低居民税收负担，共同带
动居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

二、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
居民消费支出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330 元，比上年同期
名义增长 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2%。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城镇居
民。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565
元 ，增 长 6.4%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6310元，增长8.7%。

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上半年，
居民用于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
保健等消费支出增速均快于人均消费支出
平均增速。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增
长7.8%，主要是交通工具维修和燃料等支
出增长较快。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增长 10.9%，主要是教育培训增长较快，
带动教育支出增长 17.4%。居民人均医疗
保健支出增长9.5%，主要是上年财政补助
标准进一步提高、报销药品目录扩大、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更加便利，群众享受的医
疗服务增多。同时，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
较快。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
支出增长 9.9%，快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2.4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供应增长加快，
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节能降耗稳步推进。

一、能源生产增长加快
根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情况，为迎

峰度夏做好保供增供工作，晋陕蒙等原煤主
产区优质产能加快释放。上半年，原煤生产

加快，产量同比增长2.6%，增速比一季度加
快 2.2个百分点。原油生产有所回升，产量
增长0.8%，加快0.2个百分点。天然气产量
增长10.3%，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非常
规天然气增长迅猛，增长 20.5%，拉动天然
气产量增长 6.2 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长

3.3%，回落 0.9 个百分点；电源结构继续优
化，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一次电
力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7.3%，比上年同期
提高2.1个百分点。

二、能源进口快速增长
根据海关总署快报数据，上半年原煤、

原油、天然气进口量均保持快速增长。其
中，原煤进口1.5亿吨，同比增长5.8%；原油
进口 2.4亿吨，增长 8.8%；天然气进口 4692
万吨，增长11.6%。

三、能源消费平稳增长
经初步核算，上半年能源消费总量同比

增长 3.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
点。其中，天然气、水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
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
分点，煤炭消费所占比重下降2.1个百分点。

四、节能降耗稳步推进
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单位 GDP 能耗同

比下降2.7%，降幅与一季度持平，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