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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溪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名 称 单位 9月 1-9月合计
累计比去年

同期增长％

三季度生产总值（GDP） 亿元 100.17 5.1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0.07 0.9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68.43 5.6 

        #工业增加值 亿元 67.32 5.5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31.67 4.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5.95 38.39 4.8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21.96 142.21 

规模上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21.89 140.77 6.2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0.74 5.03 2.98 

   #工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0.46 3.38 1.03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 6.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60.97 8.1

农林牧渔业产值 万元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出口总额 万美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3776 19569 1.8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9723 51110 2.71 

国内税收收入 万元 8164 51397 9.54 

 工业增值税 万元 5934 18884 -14.59

社会保险费征收 万元 7839 33685 56.95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城镇在岗职工人均工资 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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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主要经济指标计划完成情况

指  标  名  称
2019年计划
（%）

当月累计实绩
增长（%）

生产总值(GDP) 6.5 5.1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9 6.5

    #工业投资 8 -29.5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 5 -29.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5 4.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计划数 1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 1.9 

进出口总额 1

    #出口总额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5 8.1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任务数 30

高新科技企业净增数 3

注：单位为%的指标，对应表格中的数据为2019年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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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一）

指 标 名 称 单位 9月 1-9月合计
累计比去

年同期增
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个 111

一、 工业增加值 万元 59512 383916 4.8 

    #轻工业增加值 万元 48601 313589 5.1 

     重工业增加值 万元 10911 70327 3.9

国有控股企业 万元 204 1925 -18.1 

非公有工业 万元 58729 377214 4.9 

民营企业 万元 50648 317036 6.5 

股份制企业 万元 39513 259967 4.8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万元 8644 56430 -1.9 

其它经济类型企业 万元 9316 55740 10.7 

大中型企业 万元 39496 263095 4.2 

小型企业 万元 19751 118896 6.5 

注：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
工业法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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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二）

指 标 名 称 单位 9月 1-9月合计
累计比去

年同期增
长％

#主要行业增加值：

    陶瓷        万元 50258 317191 5.6 

    纸制品制造业 万元 335 3410 5.6 

    皮革、毛皮、羽毛及
其制品和制鞋业

万元 1426 11526 21.7 

    纺织服装、服饰业 万元 54 583 -34.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万元 1031 9729 6.9 

二、工业总产值 万元 219573 1422112 6.5 

三、工业产品销售产值 万元 218893 1407721 6.2 

    出口交货值 万元 44276 326151 -3.9 

四、能耗：企业用电量
万千
瓦时

五、主要产量： 纸制品 吨 125 1932 6.0 

             卫生陶瓷 万件 54.32 491.38 8.3 

六 、产品销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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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名 称 单位 1-9月合计
累计比去

年同期增
长％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6.5

 # 基础设施 万元 26.5

 # 第一产业投资 万元

   第二产业投资 万元 -29.5

    #工业投资 万元 -29.5

     #工业技改投资 万元 -29.2

   第三产业投资 万元 11.2

      #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25.4

房地产开发情况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m²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m² 56.2

资质以上建筑总产值（季度）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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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住餐、对外经济

指 标 名 称 单位 9月 1-9月合计
累计比去

年同期增
长％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60.97 8.1

  1.批发业 万元

  2.零售业 万元

      #限额以上 万元

  3.住宿业 万元

  4.餐饮业 万元

商品销售总额 万元

  1.批发业销售额 万元

  2.零售业销售额 万元

住宿业营业额 万元

餐饮业营业额 万元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出口总额 万美元

   进口总额 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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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税收、金融

指  标  名  称 单位 9月 1-9月合计
累计比去

年同期增
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3776 19569 1.8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9723 51110 2.71 

国内税收收入 万元 8164 51397 9.54 

  工业增值税 万元 5934 18884 -14.59 

  社会保险费征收 万元 7839 33685 56.95 

期末私营企业工商登记户 个 2730

期末个体工商登记户 个 9157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42.77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亿元 27.77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24.74

注：金融数据自8月起不含农商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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