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 7 . 22 星 期 四

编 辑 唐 舸 张 勇05 要闻

实体店铺经营明显回暖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357元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

年同期增长 20.0%，两年平均增长 5.4%；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8146.64 亿元，同比增

长 18.8%，两年平均增长 5.5%。

上半年，全市 35个工业行业中有 32 个

行业工业产值实现增长，增长面 91.4%。其

中，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增速领先，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36.9%、32.6%和 31.7%，两年平均增速分别

为 9.6%、11.2%和 11.3%。

上半年，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

值 7164.6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6%，

两年平均增长 12.3%。其中，新能源汽车、新

能源和高端装备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2.5 倍、

32.1%和 24.5%，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1.6

倍、27.3%和 6.7%。

服务业稳步恢复， 信息服务业、

批发和零售业领先增长

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比去年同

期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 5.2%。其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1770.06 亿元，同比增长 16.1%，两年平均增

长 14.8%；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2428.92 亿

元，同比增长 15.2%，两年平均增长 2.2%；

金融业增加值 3842.65 亿元，同比增长

7.7%，两年平均增长 7.5%；房地产业增加值

1812.18 亿元，同比增长 13.6%，两年平均增

长 6.2%。

市场消费持续提升，消费升级类

商品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48.4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0.3%，两年

平均增长 7.6%。

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8287.13 亿元，同比增长 28.4%，两年平均

增长 8.3%；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761.31

亿元，同比增长 54.0%，两年平均增长

0.1%。从主要商品类别看，金银珠宝、

化妆品和通讯器材类等消费升级类商品零

售 额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72.4% 、24.0% 和

19.2%，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25.0%、26.6%

和 8.0%。实体店铺经营明显回暖，限额以

上实体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3.7%，两

年平均增长 9.1%。

上半年，全市网上商店零售额 1485.7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2%，两年平均增

长 12.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6.4%。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房地产

市场运行平稳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

增长 10.9%，两年平均增长 8.8%。分领域

看，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0.5%，两年平均增

长 12.7%，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0.1%，两年平均增长 15.0%；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增长 11.5%，两年平均增长 9.2%；基

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1.2%，两年平均增长

6.6%。

上半年，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832.83 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 29.2%，

两年平均增长 6.3%。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面积 667.9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3.0%，

两年平均增长 6.5%。

货物进出口增速较快，利用外资

增势良好

上 半 年 ，全 市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18827.8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0%。其

中，进口 11790.10 亿元，增长 25.4%；出口

7037.79 亿元，增长 9.6%。从进出口企业看，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35.5%，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增长 13.9%，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

14.4%。从进出口商品类别看，高新技术产

品进出口增长 6.1%，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4.7%。

上半年，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

额 124.48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1%，

两年平均增长 13.0%。其中，第三产业外商

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增长 21.8%，占全市

的比重为 95.9%。

金融市场交易活跃，财政收入较

快增长

上半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 1166.63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2%。其中，上海证

券交易所有价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成交额分别增长 26.4%、1.0 倍和

21.8%。6月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

存款余额 16.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贷

款余额 9.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

上半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31.5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2%。其

中，增值税同比增长 15.0%，企业所得税同

比增长 28.4%，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33.2%，契税同比增长48.1%。全市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3788.90亿元，同比增长0.4%。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

产者价格转降为涨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

上涨 0.7%, 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4 个百分

点。分类别看，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2.0%，教

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5%，居住价格上涨

1.0%，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5%，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上涨 0.2%，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 1.1%，衣着类价格下降 0.6%，医疗保

健价格下降 2.1%。

上半年，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

年同期上涨 0.8%，一季度为下降 0.8%；上

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4.0%，一季

度为下降 0.1%。

居民收入增速进一步提高，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357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3%，增速比

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6.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348 元，同比增长 10.1%，两年平均增长

6.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535

元，同比增长 13.2%，两年平均增长 8.9%。

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 40.23 万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13.11 万个。

晨报讯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市统计局副局长汤汇浩介绍了 2021 年上半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庄龙德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持续恢复、韧性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生产需求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稳步

提升，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 20102.5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 12.7%，

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4.9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4.8%，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2.96 亿元，同比下降 4.7%，两年平均下降 11.0%；第二产业增加值 4989.22 亿元，同比增长 17.3%，两年平均增长 3.8%；第三

产业增加值 15080.35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 5.2%。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5.0%。

下一步，上海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四大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

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确保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12.7%
上半年上海GDP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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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晨报讯“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内容。上海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

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始终牢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

践活动与民心工程推进结合起来，

与为基层减负、为群众解忧结合起

来，坚持在“实”字上下更大功夫，

推动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

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于绍良

等市领导以上率下，学史力行，深入

一线听民声、察民情、访民意，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

的烦心事，示范带动全市党员领导

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聚焦人民群众反映最集中的事项

和社会经济发展最关键的领域，把实

事办到群众急需处、把温暖送到群

众心坎里。李强多次前往旧区改造

地块，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

见，了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推进旧改、服务群

众情况，推动旧改工作落到实处。他

强调，要结合区域未来发展规划，完

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创新

工作方法，团结凝聚各方力量，不断

提升群众的感受度。龚正来到交通

枢纽、居民小区、科研机构，实地了

解充电设施实事项目推进情况，指

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解

决好老百姓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

市委常委会班子成员带头建立

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和联系项目，与

基层党员干部、市民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齐心协力推动破解难题。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紧密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五

个新城”建设、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提升城市软实力等重点工作，用脚

步丈量一线，深入走访调研，深入细

致了解市民群众的所急所需所盼，

解剖麻雀、以点带面，既立足眼前、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具体问题，又着

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

机制。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亲自领办、包干负责一

批重点项目，着力突破攻坚，“再难

也要想办法解决”群众的事。

勇当金融改革探

索者、创新者、先行者

晨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调研时

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抓牢浦

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机

遇，全面落实打造浦东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要求，按照市委

部署，围绕深化建设 " 五个中心 "、

强化 " 四大功能 "，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勇当金融改革的探索者、创新

者、先行者，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

务、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提升城市软实力贡献更大力量。

在座谈讨论时，龚正指出，金融

改革开放是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的

重要内容。面临新的机遇，浦发银行

要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进一步提升

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

力，努力成为高水平金融开放政策

探索实践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