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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2021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 823131 亿元，同比增
长 9.8%，两年平均增长 5.2%，其中
三季度同比增长 4.9%，两年平均增
长 4.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当天
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前三季
度，国民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结
构调整稳步推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进展。
工业生产持续增长，服务业稳

步恢复。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8%，两年平
均增长 6.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9.3%、
15.3%，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17.6%、
6.2%。
从需求来看，前三季度，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6.4%，两
年平均增长 3.9%；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7.3%，两年
平均增长 3.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 22.7%。
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前三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45 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的 95.0%。9月份，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9%，比上月下
降 0.2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前三

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半

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缩小。前三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名义增长 10.4%，两年平均增长
7.1%；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
9.7%，两年平均增长 5.1%，与经济
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值 2.62，比上年同期缩小 0.05。

前三季度GDP同比增9.8%
中国经济保持恢复态势

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已达 823131 亿，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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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布数据显
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 823131 亿元，同比增长 9.8%，两
年平均增长 5.2%，比上半年两年平
均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
如何看待这份 “成绩单”？ “新华视
点” 记者梳理关键数据解析中国经
济走势。

GDP回落，怎么看？

数据显示，今年一、二、三季度，
我国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 18.3%、
7.9%、4.9%。经济增速逐季放缓，怎
么看？
业内人士指出，受基数影响，我

国全年经济增速将呈现出“前高后
低”的走势。
“进入三季度以后，国内外风

险挑战增多，全球疫情扩散蔓延，世
界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国内部分地
区受到疫情、汛情的多重冲击，经济
转型调整压力有所显现。”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司长付凌晖说。
付凌晖指出，前三季度主要宏

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就业基本稳
定，民生继续改善，结构调整稳步推
进，质量效益持续提升，为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
础。

投资增速 “前高后
低”，后势如何？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回落至 7.3%，两年平均增速回
落至 3.8%。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高
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8.7%。教
育、卫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0.4%
和 31.4%，快于全部投资增长，补短
板成效明显。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

玉宇说，投资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拉动技术需求和推动结构变化不可
或缺的经济因素，投资数据增减变
化表明，当前关键要抓住经济结构
调整优化契机，在经济回报率高和
未来有前途的领域增加投资，为经
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

司副司长吕文斌日前表示，投资仍

然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一
步将从聚焦重点领域、加强资金保
障、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着手稳投
资。

消费有所回暖， 哪些
领域升温快？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18057 亿元，同比增长 16.4%。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4.8%，比上半年提高 3.1 个百分
点。同期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
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1.6%、28.6%、21.7%。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认为，消费有所回暖说
明我国稳住大宗和重点消费、促进
新型消费等政策效果初步显现。此
外，就业稳定、收入增加、疫情防控
稳定都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

外贸连续 5 个季度正
增长，后劲足吗？

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 28.3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增长 22.7%，连续 5个季度实现
同比正增长。也要看到，当前影响中
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因素并不少。海
运费用高企、集装箱“一箱难求”、
原材料价格上涨、全球疫情起伏不
定等压力仍然较大。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表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稳外贸政策效果持
续显现，新业态新模式动能强劲，
外贸量稳质升的发展态势有较好
支撑。考虑到 2020 年外贸高基数
的影响，四季度进出口增速可能有
所回落，但我国外贸总体向好趋势
不会改变，全年仍有望实现较快增
长。

上下游物价“剪刀差”
加剧，企业如何解压？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 0.6%，同期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
大幅上涨 6.7%。从 9月看，CPI 同
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而 PPI 同比上涨 10.7%，
涨幅再创新高。CPI 与 PPI “剪刀
差”继续扩大。
一个关系居民生活成本，一个

关系企业生产成本，这表明消费市
场价格总体稳定，但中下游企业发
展可能面临一定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杨光普说，原
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等助推
PPI 上涨，但这是阶段性的，PPI 有
望于今年底明年初达峰后逐月回
落。建议企业做好用能、用工、库存
以及投资计划，确保今年底明年初
生产经营有序衔接。

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
标 95%，稳就业动力何来？

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45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5%；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低于全年 5.5%左右的预期目
标。值得一提的是，三季度末，外出
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 18303 万人，
同比增长 2%，规模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同期水平。
付凌晖表示，就业优先政策持

续显效，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的就业得到改善，带动城镇调查失
业率稳中有降。三季度，青年人失业
率总体回落。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发
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
择。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带动新
就业岗位增加。今年以来，直播带
货、网络购物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
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增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副院长杨志勇看来，就业的总
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部
分行业正处于调整阶段，部分地区
存在缺工现象。

能源供应偏紧， 对经
济影响可控吗？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拉闸限电
反映出能源供应偏紧。但 9月份数
据显示，我国发电 675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9%，增速比上月加快
4.7 个百分点。此外，规模以上工业
主要能源产品中，除原煤生产略有
下降外，油、气、电均保持增长。
“从 9 月份情况看，电力生产

增速有所加快。总的看，能源供应偏
紧是阶段性的，对经济的影响可
控。”付凌晖说，近期国务院常务会
议对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能
源供应作出了进一步部署，随着相
关措施逐步落地见效，煤炭、电力供
应偏紧的状况将会得到缓解，对经
济运行的制约也会降低。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增收能否持续？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6265 元，扣除价格因素同
比实际增长 9.7%，两年平均增长
5.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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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

民高出 2 个多百分点，说明城乡收
入水平进一步缩小，人民生活水平
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说，经济持续恢
复，企业效益改善，就业总体稳定，
带动居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等相
关部署的深入推进，将给居民增收
带来更大可能。

楼市持续降温， 房地
产市场如何稳？

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
4.6%，比前 8个月回落 1.3 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长 7.2%，比前 8
个月回落0.5 个百分点。7、8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涨幅整体趋
于回落。
“前三季度，房地产增加值两年

平均增长4.8%，比上半年回落了1.3
个百分点，总的看对经济增速影响
有限。”付凌晖说，今年以来，通过完
善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房地产
投资、销售和房价逐步趋于稳定。

付凌晖表示，下一阶段，随着多
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住
房制度不断完善，市场主体趋于理
性，房地产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

关键数据出炉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