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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色 足 潜 力 大 韧 劲 强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下）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消费供给方式创新发展、全年就业目标基本完成、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国经济正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尽管面临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但中国经济有打不倒、压不垮的韧劲，有巨大仍待释放的潜力，

有喷薄涌现的动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就能化压力为动力，健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投资保持平稳增长 民生基建有序推进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 彭永涛

消费方式创新发展 新兴业态不断壮大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蔺 涛

就业政策发力见效 全年目标基本完成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张 毅

收入增长平稳有序 城乡差距继续缩小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 方晓丹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单位能耗持续下降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 刘文华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继续回升，社会领
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房地产开发
投资较快增长，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增长稳
健。

一、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全国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461204 亿元，同比增长 5.4%，
整体呈现平稳运行态势。

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继续回升

今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保持在
4.0%左右，8 月份开始增速连续两个月回
升。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4.5%。

13 个基础设施行业中，道路运输业投
资增长 7.9%；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0.9%，增速由负转正。上述两大行业占全
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近八成，是支撑基础
设施投资增速回升的重要因素。

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加快

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3.0%，高于全部投资7.6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2.6%，增速比
1 月份至 8 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增速已
连续4个月加快。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增速高
于全部服务业投资6.6个百分点。

四、社会领域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3.3%，增速比全部投资高 7.9 个百分点。

其中，教育投资增长18.5%，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投资增长15.5%。

五、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稳定
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0.5%。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4.9%，增速持
平；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增长
8.7%；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增长7.1%，
增速加快0.5个百分点。

六、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5%。

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始终保持较快增长，前
三季度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8.9%。

七、东、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有所加快，中
部地区投资增速较高

前三季度，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4%；
中部地区投资增长 9.1%；西部地区投资增
长5.5%。

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消费品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消费供给方式创新发展，新兴
业态快速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继续显现。

一、市场销售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8.2%。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7.8%，增速
比8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5.8%，加快0.2个百分点。

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
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持续增

强。据测算，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5%。

二、城乡市场结构继续优化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保持较快增长。在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线上消费渠道向乡村市
场下沉以及农村消费市场环境改善等因素
的带动下，农村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前
三季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0%，
增速比城镇高1.0个百分点。

三、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长加快
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同比加

快。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
器材、新能源汽车等智能类商品快速增长。

基本生活类商品保持平稳增长。前三
季度，限额以上单位吃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9.8%，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四、市场供给方式创新发展
网上零售等新兴供给方式快速发展。

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
长20.5%。

新兴零售业态规模不断扩大。前三季度，
全国实现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7777亿元。

五、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
餐饮市场稳中有升。前三季度，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9.4%，高于商品零售1.4个百分点。
文化消费持续提升。据测算，“中秋”和

“十一”等节假日电影票房收入快速增长。
六、新兴消费领域供应增加
服务消费领域市场供给较快增长。旅

游市场方面，部分热点地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稳步推进，旅游消费环境日益改善，
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不断涌现。

消费品进口保持快速增长。前三季度，
在进口总体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我国消费品
进口增长达到15.3%。

在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减税降费及个人
所得税抵扣政策落实以及促消费政策逐步
显效等多因素带动下，居民消费需求将进一
步释放，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较快发展，消费
市场总体上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清洁能源快速发
展，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单位GDP能耗继续
下降。

一、能源生产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生产

继续增长。
原煤平稳增长。产量同比增长 4.5%，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9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放缓 0.6 个百分点。原煤生产集中度提
高，优质产能不断释放，山西、内蒙古和新疆

快速增长，陕西降幅持续收窄。
原油小幅增长。产量增长 1.2%，比上

半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
3.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国内油气勘探开发
力度不断加大，原油产量下滑态势得到
遏制。

天然气快速增长。产量增长 9.5%，比
上半年回落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
3.3个百分点。其中，致密砂岩气、页岩气和
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增长20.6%，拉动全

部天然气增长6.2个百分点。
电力温和增长。发电量增长 3.0%，比

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回落0.3个和4.4个
百分点。其中，火电增长0.5%，水电、核电、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分别增长7.9%、21.1%、
5.1%和15.5%。电源结构继续优化，水电、
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
重为28.2%，比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分别提高
0.9个和1.5个百分点。

二、能源进口快速增长

根据海关总署快报数据，前三季度原
煤、原油、天然气进口均保持快速增长。其
中，原煤进口2.5亿吨，同比增长9.5%，增速
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原油进口3.7
亿吨，增长9.7%，加快3.8个百分点；天然气
进口7122.2万吨，增长10.0%，回落24.0个
百分点。

三、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能源消费总量同比

增长 3.3%，增速比上半年和上年同期均回
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天然气、水电、核
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煤炭消费
所占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

四、单位GDP能耗继续下降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单位 GDP 能耗同

比下降2.7%，降幅与上半年持平。

前三季度，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外
部环境严峻复杂局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就业工作，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一
系列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就
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一、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主要劳
动年龄人口失业率低于5.0%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位于
5.0%至 5.3%之间。一季度受春节因素影
响，调换工作临时失业人员增加，失业率相
对较高，2 月份达到 5.3%的峰值后有所回

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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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落，4 月份、5 月份失业率均为 5.0%。进
入三季度，受毕业季大量高校毕业生集中求
职就业影响，7月份失业率升至5.3%，随着
8月份、9月份高校毕业生工作逐渐落实，毕
业季影响开始减弱，失业率回落至5.2%。

尽管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今年以
来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去年同期，但分年龄
看，25岁至59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
各月均在5.0%以下，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二、各项就业政策发力见效，重点群体
就业得到切实保障

今年以来,多项稳就业政策举措陆续出
台，确保了重点人群就业稳定。

一是农民工就业保持稳定。实施更大
规模减税降费，援企稳岗，加大职业技能培
训力度，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措施落地见
效。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在春节
后持续保持稳定，各月失业率均低于全国整
体水平。此外，三季度末，外出农村劳动力
达到 18336 万人，同比增加 201 万人,外出

农村劳动力收入也保持稳定增长。
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稳中向好。组织

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校园招聘，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条件，将有需求的学生纳入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积极开展3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对
就业困难毕业生实施“一对一”帮扶等措施
取得积极成效，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总
体稳中向好。

三、全年就业目标基本完成，就业供求
关系大体稳定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已基
本完成全年就业目标；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403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33 万人，均
保持较高水平。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求人
倍率为1.24，招聘岗位数量大于求职人数，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增长平稳，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经营和财产收入加快增
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中西部地
区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居民消费支出
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城镇
居民，服务消费支出较快增长。

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居民收入增长平稳，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88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速与GDP 增长基本同步，快

于人均GDP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前三季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9元，增
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
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22元，
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快于城镇居民1.3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
前三季度，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
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0230 元、18748 元、17340 元和20063 元，
分别增长8.6%、9.4%、9.0%和6.9%。

二、工资和转移收入稳定增长，经营和
财产收入加快增长

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前三季度，全国
居 民 人 均 工 资 性 收 入 13020 元 ，增 长
8.6%。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19277元，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5240元，增长9.4%。

经营净收入增长有所加快。前三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3757 元，增长
9.3%，比上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

财产净收入增长明显加快。前三季度，
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1949元，增长12.3%，

比上年同期加快1.7个百分点。
转移净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全

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4157元，增长7.2%。
三、居民消费支出稳定增长，服务消费

支出较快增长
居民消费支出稳定增长。前三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46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
增长8.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城镇居
民。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379元，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9353元，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3个百分点。

居民享受更多更好的服务消费。前三
季度，居民享受更多社会化服务，各类服务
消费支出较快增长。同时，居民在一些服务
消费领域得到更多实惠。网络提速降费持
续推动，全国居民人均移动电话费和上网费
支出下降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