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二11 专 题

今 年 以 来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党 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加大稳投资促

转型力度，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

有效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结构持续优

化。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同比增长 7.3%，以 2019 年前三季度为基期，两

年平均增速为 3.8%。

一、三次产业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4.0%，

两年平均增速为 13.0%。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

长 12.2%，两年平均增速为 4.0%。第三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 5.0%，两年平均增速为 3.4%。

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4.8%，高

于全部投资增速 7.5 个百分点。原材料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 15.1%，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增长

12.4%，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6.5%。

三、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前 三 季 度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8.7%，两年平均增速为 13.8%，比 1 月份至 8 月

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

增长 25.4%，两年平均增速为 17.1%，比 1 月份至

8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同比增长 6.6%，两年平均增速为 7.7%，比 1 月份

至 8 月份加快 1.0 个百分点。

四、基础设施投资两年平均增速略有回升
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5%，两

年平均增速为 0.4%，比 1月份至 8月份加快 0.2个

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

长 42.5%，管道运输业投资增长 40.4%，航空运输

业投资增长33.3%，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24.2%。

五、民生领域投资稳定向好
前三季度，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 1.6%，增速比 1 月份至 8 月

份加快 0.5 个百分点。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11.8%，其中，卫生投资增长 31.4%，教育投资增

长 10.4%。

六、民间投资增长较快
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9.8%，自今

年以来持续快于同期全部投资增速。其中，教

育行业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0.5%，制造业民间

投资增长 16.5%。

七、投资到位资金增长快于全部投资
前三季度，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8.3%，

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1.0 个百分点。其中，国家预

算资金增长 1.2%，国内贷款下降 1.1%，自筹资

金增长 7.5%，其他资金增长 16.2%。

下阶段，随着“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陆续

启动、交通水利领域重大工程加速建设、今年新

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发行，投资将继续稳

定增长。

投资规模稳定增长 民间投资增速较快
国家统计局投资司司长 翟善清

前三季度，消费市场总体延续恢复态势，实

现同比较快增长。商品零售增势良好，部分消

费升级类商品零售较快增长，线上消费对消费

市场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一、消费市场韧性彰显，9 月市场销售增速
回升

前三季度，消费市场恢复态势延续，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6.4%，保持两位数较

快增长。

9 月份，在促消费政策以及中秋假期消费

等因素带动下，全国消费市场增势良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4%。

二、城乡消费市场同步恢复，农村居民消费
潜力释放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

费意愿增强。城镇和乡村市场实现同步较快增

长。前三季度，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 0.658，比

去年同期提高 0.03。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

际增长 18.1%，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高 4.7 个百分点。

三、商品零售增势良好，餐饮消费恢复态势
延续

前三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5.0%，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1%。

前 三 季 度 ，餐 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29.8%，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1.2%，餐饮消费规模仍未完全

恢复。

四、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商
品结构优化升级

前三季度，居民基本生活商品需求稳定释

放。限额以上单位吃类和日用品类商品零售在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9.0%和 6.8%的基础上，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14.5%和 16.0%。

前三季度，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文化

办公用品和通讯器材等商品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41.6%、28.6%、21.7%和 17.5%，两年平均分别增

长 11.3%、17.2%、12.3%和 12.2%，已经超过疫情

前同期增长水平。

五、网络零售拉动作用持续显现，实体店铺
经营向好

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 15.2%，两年平均增长 15.3%，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

前三季度，在限额以上有店铺零售中，便利

店、超市、专业店和专卖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4.5%、6.2%、17.1%和 19.8%，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5.2%、4.5%、3.1%和 5.7%。

前三季度，消费市场特别是住宿餐饮等接

触型消费恢复受到散发疫情影响，但消费市场

整体展现出强大韧性，消费升级持续推进。下

阶段，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政策措施持续推进，居民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

不断改善，消费市场将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消费市场韧性彰显 商品结构优化升级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 董礼华

前三季度，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就

业形势稳中向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步回落。

一、调查失业率逐步回落
前三季度，就业形势不断改善。一季度，受春

节因素等影响，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相对较

高，2 月份达到 5.5%后有所回落。二季度，随着劳

动力市场继续回暖，调查失业率连续下降，6月份

降至 5.0%。进入三季度，受大量高校毕业生集中

求职就业影响，青年失业率上升，带动7月份调查

失业率升至 5.1%。8 月份，青年失业率明显下降，

但受国内多点散发疫情及洪涝灾害影响，主要劳

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有所上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与 7月持平。9月份，随着毕业生工作落实以及

疫情影响消退，调查失业率下降至4.9%。

总体来看，1月份至 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均值为5.2%，低于5.5%左右的全年宏观调控

预期目标。同时，1 月份至 9 月份城镇新增就业

1045 万人，完成预期目标的 95%，新增就业目标

完成情况良好。

二、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有力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今年以

来扎实推动高校毕业生、农业转移劳动力等重点

群体就业，并对“十四五”时期促进就业工作作出

了全面部署，从而稳定了就业。从就业主体人群

看，前三季度，25岁至 59岁人口失业率各月均在

5.0%及以下，9月份降至4.2%。

从农民工就业相关指标看，外来农业户籍

人口就业状况不断改善，失业率自春节后连续

回落，9 月份为 4.5%，较 3 月份高点下降 0.9 个百

分点。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指标看，6 月份、

7 月份，短期内青年失业率明显上升；9 月份，随

着毕业生逐步落实工作，青年失业率比 7 月份

下降 1.6 个百分点。

三、稳就业仍需精准发力
今年以来，经济持续恢复激发新动能较快

成长，灵活就业蓬勃发展。但也要看到，国内就

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较大。制造业

PMI 中从业人员指数低于临界值；劳动力市场

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仍然突出等。

下一步，要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同时

发力，确保就业形势稳定。继续落实各项稳就

业政策；提高就业服务质量；落实“技能中国行

动”，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 王萍萍

前三季度，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居民

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居民消费支出继续改善。

一、全国居民收入继续恢复性增长，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265

元，实际增长 9.7%，在上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继

续恢复性增长。受疫情、汛情等因素影响，前三

季度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有所放缓，

分别比上半年放缓 2.2个和 2.3个百分点。

分 城 乡 看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5946 元，实际增长 8.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3726 元，实际增长 11.2%。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62，比上年同期缩小 0.05，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二、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对居民增收发挥
“压舱石”作用

前三季度，城乡居民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居

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加。前三季度，全国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 14917 元，在上年低基数的基

础上增长 10.6%，两年平均增长 7.0%。分城乡

看，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8.9%，两年

平均增长 5.7%；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15.3%，两年平均增长 9.9%。

三、转移净收入两年平均增速超过 2019 年
同期水平，对保障基本民生发挥重要作用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4884

元，增长 7.9%，两年平均增长 8.4%，增速比 2019

年前三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各地民生支出

保障有力，共同促进居民转移收入较快增长。

全国居民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增长 9.8%，

人均政策性生活补贴收入增长 20.1%。

四、居民消费支出延续反弹态势，农村居民
消费恢复好于城镇居民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275

元，实际增长 15.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两年平均名义增长 5.7%，实际增长 3.7%。从消

费结构看，八大类消费支出在上年同期六降两

增的基础上，两年平均增速全部实现正增长。

五、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稳定，恩格尔系数
同比下降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增

长 13.2%；人均衣着支出增长 18.2%；人均居住支

出增长 7.9%。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8%，同比下降 0.7个百分点。

六、服务类消费支出较快反弹，两年平均增
速仍然较低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增长 46.3%，两年平均增长 2.8%。全国居民

人 均 服 务 性 消 费 支 出 7781 元 ，同 比 增 长

23.4%。但总体来看，服务性消费恢复程度低于

其他消费。

居民收入保持增长 城乡差距持续缩小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司长 方晓丹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针对市场形势变化，突出重

点综合施策，多措并举保供稳价，前三季度CPI总

体稳定，但受多重因素影响，PPI持续上涨。

一、消费领域价格总体稳定
CPI 月度同比先升后落。前三季度，CPI 上

涨 0.6%，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有所下降。前三季度，食品价格下

降 1.6%，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1.4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猪肉价格下降

带动。今年前三季度，猪肉价格平均下降 28.0%，

影响 CPI 下降约 0.66 个百分点；其他食品中，淡

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 22.0%、

11.6%和 8.4%；鲜菜和粮食等价格基本稳定。

非食品价格有所上涨。前三季度，非食品价

格上涨 1.1%，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4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上涨约 0.93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消费

品价格上涨 1.5%，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带动；除

能源外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总体涨幅较小，前三

季度平均上涨 0.2%。核心 CPI 继续回升，前三季

度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上涨 0.7%。

二、生产领域价格持续上涨
前三季度，PPI上涨6.7%，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1.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冲击，叠加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PPI同

比快速上涨，涨幅由 1 月份的 0.3%扩大至 5 月份

的9.0%。6月份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上涨8.8%。7月

份后，煤炭、钢铁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推动 PPI

同比涨幅再次走高，9月份PPI涨至10.7%。

前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8.9%，影响

PPI 上涨约 6.61 个百分点。国际原油价格震荡

上行，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涨

幅在 13.8%至 32.6%之间。受需求旺盛叠加供

应持续偏紧影响，煤炭加工业价格上涨 41.6%，

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8.9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2%，涨幅

比上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影响 PPI 上涨约

0.05 个百分点。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上

涨 4.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价格

上涨 1.8%，食品制造业价格上涨 1.3%。

保供稳价效果有所显现。近期，金属相关

行业价格涨幅较前期有所回落。三季度，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价格平均上涨 43.1%，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价格平均上涨 12.6%，涨幅比二季度

分别回落 3.3 个和 3.8 个百分点。

市场价格总体稳定 保供稳价效果显现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司长 王有捐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国家统计局相关司负责人解读 2021年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

进入三季度以后，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面对复杂局面，各地区各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主要宏观指标处

于合理区间。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商品零售增势良好，餐饮消费恢复态势延续；就业形势稳中向好，重点群体保障有力；居

民收入保持恢复性增长，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保供稳价效果有所显现，CPI 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