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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各地经济呈现全面回暖。一是随着诸多利好政策发力，疫
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不断加快，31 省二季
度 GDP 增速均明显反弹，16 省上半年实现正增长；二是工业生
产率先修复，19 省上半年工业增速转正；三是 31 省投资增速均
有所提升，22 省上半年增速转正；四是各省消费降幅收窄，新型
消费加快增长；五是外贸表现总体平稳，各省进出口走势分化；
六是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不减，新增贷款创新高。
各省经济反弹力度不一。湖北反弹力度最大，中部、西南部一些
省份依靠自身活力复苏明显，西北省份受疫情影响较小依旧保持
领先，京沪粤琼等输入型疫情压力较大省份，以及东北华北部分
经济活力不足的省份复苏力度相对偏小。
下半年各地经济将继续走在复苏轨道上。预计下半年多数地区经
济将继续复苏，动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复商复市推动常规
服务业与传统消费逐步回归正常化，二是疫情催生的新技术、新
产业和新商业模式。但偶发性与输入型疫情也将冲击部分地区，
东北、华北部分地区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仍需加强。
政策建议。一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有效落实纾困惠企政策，
转变发展方式为“带疫发展”。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力，
扩大就业支持力度。三是充分发挥内需潜力，打造未来发展动力。
加快弥补民生短板，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培育
经济增长新动能，注重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不断壮
大新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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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半年各省（区、市）经济形势分析
与政策建议

截至 7 月 28 日，全国 31 个省（区、市）均已公布 2020 年上半
年经济数据。从主要指标来看，随着诸多利好政策发力，疫情防控形
势不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不断加快，二季度以来各地经济逐
渐从疫情冲击中恢复，二季度当季 25 个省（区、市）实际 GDP 转为
正增长，16 个省（区、市）上半年实现正增长，19 个省（区、市）
上半年工业增速转正，22 个省（区、市）上半年投资增速转正。展望
下半年，各地经济将继续走在复苏轨道上。对此，我们从整体经济、
工业、投资、消费、外贸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对各省（区、市）经济
形势进行了逐一分析与展望，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二季度我国各省（区、市）经济明显复苏
（一）整体经济：二季度各地经济全面回暖
二季度各地经济呈现全面回暖。2020 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病毒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一、二季度我国 GDP
增速分别为同比下降 6.8%和增长 3.2%，上半年累计仍同比下降 1.6%，
是我国近几十年来遇到的最大经济冲击。进入二季度以来，全国上下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策
部署，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各地经
济出现了明显好转，常态化防控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较好平衡。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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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相比，随着复工复产不断推进，所有省（区、市）二季度 GDP
增速均出现明显反弹，上半年 GDP 增速要么跌幅收窄，要么转降为
升。整体看，二季度我国各省（区、市）经济均有明显复苏，湖北反
弹力度最大，中部、西南部一些省份依靠自身活力复苏明显，西北省
份受疫情影响较小依旧保持领先，京沪粤琼等输入型疫情压力较大省
份，以及东北华北部分经济活力不足的省份复苏力度相对偏小。
19 省（区、市）上半年名义 GDP 实现同比增加。12 省（区、
市）名义 GDP 较去年同期出现了下降，主要以疫情严重省份和东北
省份为主。从经济总量来看，各省（区、市）间排名出现了不小变化，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前六位位次不变，但广东因输
入型疫情压力较大，上半年 GDP 较去年同期下降，与江苏之间的差
距有所缩小。湖北上半年 GDP 为 1.748 万亿，明显低于去年的 2.13
万亿，排名由第 7 下降到第 9。上海由于输入型疫情压力导致增速下
滑，上半年 GDP 回落至 1.736 万亿，被安徽（1.755 亿）超越。辽宁、
内蒙、天津三地 GDP 也出现了下降，分别被表现较好的江西、贵州
和新疆超越。
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各地人均 GDP 排序。北京、上海
分别以 7.52 万元和 7.15 万元的半年人均 GDP 排名前两位，是唯二超
过 7 万元的地区。江苏、福建、浙江分列 3-5 位。与 2019 年全年人
均 GDP 的排名相比，变化最显著的是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的湖北省，
由第 8 位下降至第 12 位。此外，海南下降 4 位；辽宁与青海也下降
2 位；浙江、吉林和黑龙江下降 1 位。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均 GD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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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末尾的省份，已由甘肃转为黑龙江。
从 GDP 增速来看，所有省（区、市）均较一季度明显好转。西
藏受到疫情影响最小，每百万人仅 0.3 人确诊，以 5.1%的经济增速排
名第一，二季度同比增长 8.8%，表现亮眼。西北地区由于远离疫情中
心，经济增速实现逆袭，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上半年（二季度）
分别同比增长 3.3%（6.4%）、1.5%（5.9%）、1.3%（5.0%）、1.0%
（3.8%），增速均排在前十位。近年来持续崛起的西南省份中，贵州、
广西、云南上半年（二季度）分别同比增长 1.5%（4.6%）、0.8%（4.5%）
和 0.5%（4.8%），也都表现不俗。一些省份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较
大，但在出色及时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自身较强经济活力支持下，
也取得了不错的增长成绩，包括湖南、江西、重庆、安徽和浙江，上
半年（二季度）分别同比增长 1.3%（4.2%）、0.9%（5.1%）、0.8%
（7.4%）、0.7%（7.2%）和 0.5%（6.0%）。
在 GDP 增速排名靠后的省份中，湖北上半年同比下降 19.3%，
但主要是受一季度拖累，二季度当季降幅已明显减小到 1.4%，预计
下半年 GDP 将如期实现正增长。华北与东北部分省（区、市）自身
经济活力不足，尽管确诊人数较少，但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弱势，包括
黑龙江、内蒙古、天津和辽宁，上半年分别同比下降 4.9%、3.8%、
3.9%和 3.9%，单看二季度的成绩也不理想，其中仅天津回归 1.1%的
正增长，内蒙古、黑龙江、辽宁仍分别出现 2.1%、2.0%和 0.6%的收
缩。受输入型疫情影响较大的省（市），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依然不理
想，北京受新发地疫情二次反弹影响，上半年同比下降 3.2%，其中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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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下降 0.1%。上海尽管未发生本土疫情二次冲击，但输入型疫情
持续施压，上半年同比下降 2.6%，不过二季度同比增长 1.1%，情况
好于北京。海南和广东受输入型疫情影响略小于北京和上海，但上半
年 GDP 依旧分别同比下降 2.6%和 2.5%。
表 1：各省（区、市）GDP 及增速、人均 GDP 汇总表
2020 年一
季度

2020 年二
季度

2020 年上
半年

疫情严重程
度
每百万人口
确诊人数

GDP 实际增速（%）

GDP（亿元）
2019 年上
半年

2020 年上
半年

人均 GDP
（元）
2020 年上
半年

广东

50,054.5

49,234.2

-6.7

1.3

-2.5

14.4

42,734

江苏

46,317.0

46,722.9

-5.0

6.2

0.9

8.1

57,897

山东

33,038.1

33,025.8

-5.8

4.8

-0.2

7.9

32,796

浙江

28,986.3

29,087.0

-5.6

6.0

0.5

21.7

49,721

河南

25,224.2

25,608.5

-6.7

5.5

-0.3

13.2

26,565

四川

21,670.9

22,130.3

-3.0

3.8

0.6

7.2

26,424

福建

19,708.7

19,901.4

-5.2

5.6

0.5

9.2

50,092

湖南

18,480.1

19,026.4

-1.9

4.2

1.3

14.7

27,501

安徽

17,253.7

17,551.1

-6.5

7.2

0.7

15.6

27,570

湖北

21,304.8

17,480.5

-39.2

-1.4

-19.3

1149.6

29,493

上海

17,737.8

17,356.8

-6.7

1.1

-2.6

30.4

71,482

河北

16,319.5

16,387.3

-6.2

4.6

-0.5

4.6

21,585

北京

16,443.5

16,205.6

-6.6

-0.1

-3.2

43.1

75,249

陕西

11,990.8

11,794.9

-5.6

4.5

-0.3

8.3

30,429

江西

11,509.4

11,691.1

-3.8

5.1

0.9

20.0

25,055

重庆

10,973.9

11,209.8

-6.5

7.4

0.8

18.7

35,879

辽宁

11,580.0

11,132.5

-7.7

-0.6

-3.9

3.8

25,582

云南

10,796.3

11,129.8

-4.3

4.8

0.5

3.9

22,909

广西

9,872.8

10,206.0

-3.3

4.5

0.8

5.1

20,577

贵州

7,795.8

7,985.5

-1.9

4.6

1.5

4.1

22,042

山西

7,915.4

7,821.6

-4.6

1.5

-1.4

5.4

20,974

内蒙
古

7,895.8

7,704.1

-5.8

-2.1

-3.8

9.8

30,336

新疆

6,321.1

6,412.8

-0.2

6.4

3.3

5.5

25,415

天津

6,556.8

6,309.3

-9.5

1.1

-3.9

13.0

40,397

吉林

5,316.1

5,441.9

-6.6

5.1

-0.4

5.8

20,225

黑龙
江

5,586.5

5,250.6

-8.3

-2.0

-4.9

25.2

13,997

甘肃

4,053.0

4,101.9

-3.4

5.9

1.5

6.3

15,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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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一
季度

2020 年二
季度

2020 年上
半年

疫情严重程
度
每百万人口
确诊人数

GDP 实际增速（%）

GDP（亿元）
2019 年上
半年

2020 年上
半年

人均 GDP
（元）
2020 年上
半年

海南

2,468.0

2,383.0

-4.5

-0.9

-2.6

18.1

25,225

宁夏

1,742.6

1,763.9

-2.8

5.0

1.3

10.8

25,392

青海

1,378.8

1,390.7

-2.1

3.8

1.0

3.0

22,881

西藏

789.3

838.4

1.0

8.8

5.1

0.3

23,915

数据来源：各省统计局公报，CEIC
说明：二季度当季 GDP 增速为通过半年与一季度增速测算得到；人均 GDP 由上半年 GDP
除以 2019 年常住人口得到

展望下半年，各地经济将继续走在复苏轨道上。动力来源于两方
面，一是复商复市推动常规服务业与传统消费逐步回归正常化，二是
疫情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不过也应注意到，北京、
乌鲁木齐与大连的偶发性、局部性疫情冲击仍将时不时发生，对常态
化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导致上海、北京、
广东等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仍将面临持续的输入型疫情压力。预计下半
年多数地区经济将继续复苏，但偶发性与输入型疫情也将冲击部分地
区，东北、华北部分地区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仍需加强。
（二）工业：供给端率先修复，回升力度较大
受疫情影响下的停工停产、物流运输放缓和终端需求疲软三重制
约，一季度工业生产出现断崖式下跌，累计同比增长-8.4%，显著低于
2019 年全年 5.7%的水平。进入二季度，工业企业复工率大幅回升，
供给端率先修复，工业增加值二季度累计同比增长 4.4%，上半年增
长-1.3%，分别比一季度回升 12.8 和 7.1 个百分点。全国 31 个省（区、
市）工业经济在二季度均较一季度有所回升，且多数回升力度较大，
有 21 个省（区、市）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超过全国水平。新
疆、甘肃和宁夏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前 3 位，分别达到 6%、4.6%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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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延续了一季度以来西北部省份包揽前三名的格局，主要源于历
史基数较低且受疫情影响较小；上海、海南和湖北排名最后 3 位，增
速分别为-7.4%、-8%和-20.8%，上海和湖北继一季度后继续排名垫底。
与 2019 年上半年和全年相比，除新疆、甘肃和吉林以外，所有省（区、
市）工业增加值增速均显著下滑，但与 2020 年一季度相比所有省（区、
市）均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各省工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其 2020
年上半年增长情况与 GDP 增速表现接近，具体排名变化有以下几点
值得关注。第一，以新疆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持续显著好
于全国水平。2020 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好于全国水平的前
10 个省（区）中，除吉林以外，其余 9 个省（区）新疆、甘肃、宁夏、
西藏、四川、安徽、湖南、贵州、青海均为中西部省份，增速均高于
1.2%，主要源于中西部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经济和生产秩序恢复较
快。其中新疆同比增长 6%，连续两个季度排名全国首位。
第二，吉林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提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 3.3%
的增速分别较去年同期和 2020 年一季度加快 3.6 和 15.5 个百分点，
比全国增速高 4.6 个百分点，由 2019 年和 2020 年一季度的全国第 27
和 26 位大幅升至第 4 位。这一方面源于吉林省全面开展工业攻坚专
项行动成效显著。吉林先后制定出台了《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工作方案》《吉林省重点产业链强链指南》《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
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深入开展“万
人助万企”、工业服务攻坚行动，一汽集团、通钢股份、吉林烟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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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达钢铁、梅花氨基酸等重点企业逆势增长；另一方面源于汽车制造
业显著回升拉动工业生产增长。上半年吉林省汽车制造业增长 9.2%，
增速比 1-5 月份大幅提高 7.8 个百分点；汽车产量增长 5.3%。其中，
卡车订单显著上涨，一东公司重卡离合器产量同比增长 16%。
第三，宁夏和四川稳定保持第一梯队。宁夏和四川继 2019 年名
列全国第 9 和第 6 位、2020 年一季度名列全国第 2 和第 4 位之后，
2020 年上半年名列全国第 3 和第 6 位，依然稳居第一梯队，增速录
得 3.4%和 2.5%，分别较一季度加快 2.8 和 3.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4.7 和 3.8 个百分点。宁夏在疫情期间工业得以持续向好，一是得益
于其受疫情影响较小，确诊和死亡病例较少；二是重工业增长加快，
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4.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2.3 个百分点，其中
机械行业上半年增长 29.4%，钢材产量增长 44.5%；三是非公有工业
拉动明显，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7.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7.5 个百
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3.2 个百分点。四川省工业对稳增长的
中流砥柱作用主要受到制造业带动，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 80%，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百分点，成
为最强劲的支撑力量。其中，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尤为突出。上半年
四川省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增速比规模以上
工业平均水平高 7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
造业增长 20.2%，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 19.7%，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增长 11.8%，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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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各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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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第四，湖北工业生产受疫情影响连续垫底，海南工业生产显著下
降。2020 年上半年湖北和海南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9.7 和 12.5 个百分点至-20.8%和-8%，拖累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27.3 和 7.9 个百分点至-19.3%和-2.6%。与 2020 年一季度相比，湖北
省在全国依然排名末位，海南省显著下降 7 位至第 30 位，排名倒数
第二。作为累计确诊病例在全国排名第 1 的省份，湖北疫情防控对工
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工业重振新动力仍有待时日。截至
6 月底，湖北中小企业复工率为 86.9%，
规上工业企业增长面为 59.5%，
1/3 的百亿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尚未达到上年同期水平的七成以上。海
南省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上半年疫情影响下市场需求尚未完
全恢复，消费大幅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萎缩以及进出口持续下降拖
累工业生产持续负增长。
（三）投资：31 省增速均有所提升，增速排位与一季度接近
二季度以来，国内复工复产进度继续加快，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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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效，货币政策转向宽信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恢复，上半年
同比下降 3.1%，虽然仍显著弱于上年同期，但降幅已较一季度大幅
收窄 13 个百分点。各省（区、市）投资均在逐步修复，31 个省（区、
市）中，有 26 省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有 5 省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第一，各省投资增速排位大致与一季度接近，“南强北弱”不再。
从排名前列的省（区、市）看，新疆和西藏两个西部省区受疫情波及
较轻，上半年投资双位数增速亮眼，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区、市）；
山西和吉林受疫情影响也比较小，投资增速排名第 3、4 位；上海以
6.7%的投资增速排名第 5 位，投资成为上海上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其中工业投资双位数增长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7%的增速为主要支
撑；江西、湖南、浙江三省与湖北省联系紧密，受疫情影响不小，但
投资增速依然排名靠前，主要源于三地及时推出多项稳投资举措，加
快复工复产进度，以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努力增加有效
投资，工业技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向好，带动投
资迅速恢复。与此同时，仍有 9 个省（区、市）上半年投资仍在下滑。
其中，湖北、内蒙古和江苏上半年投资增速排名继续垫底。湖北省受
疫情影响深重投资大幅下滑 56.2%；内蒙古投资降幅已较一季度大幅
收窄，但受制于经济结构问题投资活力明显不足，降幅仍然较深；江
苏省投资恢复较慢，主要受制造业投资拖累。
第二，部分省（区、市）投资增速排名和一季度相比变化较大。
吉林、上海、甘肃、云南上半年投资增速排名较一季度有大幅提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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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吉林省投资受汽车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
资双位数增长拉动明显；甘肃省投资受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带动明显；云南省投资主要受基建投资带动显著。海南、青海、山东、
北京、贵州上半年投资增速排名则较一季度下降较多，其一季度投资
修复较快，增速排名由 2019 年全年的靠后水平跃至 2020 年一季度的
前列，但到了二季度投资修复则稍显乏力，上半年增速排名出现明显
滑落。
图 2：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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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第三，31 省增速均较一季度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差异较大。
有 20 个省（区、市）上半年投资增速较一季度提高超过 10 个百分
点，18 个省（区、市）投资与一季度相比扭负为正。投资增速提高幅
度较高的省（区、市）以西部地区为主。湖北反弹力度最大，但由于
受创严重，仍然排名末位；新疆、西藏提高幅度排名第 2、3 位，增
速保持前列；陕西、重庆在新基建投资带动下投资较快修复，提高
幅度排名第 4、5 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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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各省降幅收窄，新型消费加快增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1-2 月全国消费大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 20.5%，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 28.7 个百分点，特
别是线下消费下降明显。3 月以来，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推进，
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逐渐缓解，消费呈现回暖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降幅逐月收窄，3-6 月增速分别为-15.8%、-7.5%、-2.8%、-1.8%。
其中，网上零售加快增长，升级类商品零售逐步改善，居住类商品增
速由降转升，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加快恢复。
与全国大趋势类似，今年上半年，各省（区、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均出现下降，但降幅较一季度有所收窄。其中，有 17 个
省（区、市）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安徽、江西、福建、贵州、河
北、浙江、湖南、重庆、四川和甘肃增速位居前十位；湖北、黑龙江、
天津、吉林降幅超过 20%。
第一，安徽、江西两个中部省份消费增速位居全国前两位。这一
方面与其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线
上销售实现快速增长。上半年，安徽推广直播、短视频等创新零售模
式，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加快发展“在线经济”，全省限额以上网上
商品零售额 309.3 亿元，同比增长 38.7%，占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8.7%提高到 12.3%，通过互联网实现餐费收入 5.3
亿元，同比增长 58.8%；江西大力发展直播带货、拼购团购、社群电
商等新业态，开展“书记来了”“县长来了”“头部主播”等直播活
动，拓宽线上销售渠道，上半年网络零售额 615.5 亿元，同比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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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高于全国平均 8.2 个百分点。
第二，新疆、海南、重庆等省（区、市）消费恢复速度较快。上
半年，新疆、海南、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19.2%、
16.2%、7.2%，降幅较一季度分别收窄 17.8、15.2、11.4 个百分点，恢
复速度居全国前三。此外，湖北、黑龙江、河北、河南、青海消费降
幅均较一季度收窄超过 10 个百分点，基本生活品消费恢复较快，网
络零售持续向好。
图 3：各省（区、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情况
%

2019年上半年

20.0

2020年一季度

2020年上半年

0.0

-20.0

-40.0

-60.0
安江福贵河浙湖重四甘云广江山宁上河全青西内广陕海北山辽新吉天黑湖
徽西建州北江南庆川肃南西苏东夏海南国海藏蒙东西南京西宁疆林津龙北
古

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第三，湖北、黑龙江、天津等省（区、市）消费持续恢复，但仍
处于深度下降区间。作为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在有效工作时间减少
两个多月的情况下，湖北省社会消费恢复至去年同期近六成，但仍大
幅下降 34.1%，位居全国最后一位。其中，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
住宿业、餐饮业销售额（营业额）分别下降 23.4%、27.3%、45.8%、
42.0%，降幅较一季度分别收窄 14.3、17.9、2.3、15.6 个百分点。黑
龙江、天津也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省（区、市），上半年社会消费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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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22.7%、21.7%，分别较一季度收窄 10.7、3.8
个百分点。
（五）外贸：表现总体平稳，各省进出口走势分化
2020 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发展好于预期，进出口总额达 14.24 万
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 3.2%。各省（区、市）进出口走势分化显
著，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东部沿海省（区、市）依然领先全国，广东、
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山东、福建、四川、天津和辽宁稳坐前十
把交椅；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青海等西部省（区、市）总量依
然落后。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来看，22 个省（区、市）较去年同期
有所回落，江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河南、浙江、重庆、陕
西 9 个省（区、市）实现提升。16 个省（区、市）的进出口总额增速
持平或高于全国水平。
2020 年上半年，各省（区、市）进出口增速排名位次出现较大变
化：第一，部分 2019 年上半年领先省（区、市）进出口增长势头在
2020 年上半年显著回落。具体而言，海南、广西、黑龙江、云南、新
疆等省区进出口总额增速明显放缓，从 2019 年上半年的全国排名前
十，转为排名靠后；其中，海南进出口总额增速大幅回落，较 2019 年
上半年下降 57.9 个百分点至-12.3%，降幅最明显。第二，部分中西部
和东北省（区、市）进出口增速在全国处于落后水平，形势严峻。山
西、甘肃、宁夏、西藏 2020 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速依然为负，在全国
排名继续位于后十位；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进出口增速均大幅
下降，由正转负；青海进出口总额增速较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64.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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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至-64.7%，为全国最低；黑龙江进出口增速转为负增长，由 2019
年上半年排名靠前变为排名靠后。第三，部分东部沿海省（区、市）
进出口总额虽大，但增速普遍较慢。2019 年，广东、江苏、上海进出
口总额增速分别较上年回落 12.3、17.6、12.5 个百分点至-5.2%、-4.5%、
-4.2%，在全国排名后十位，低于全国水平，主要是因为基数大。
图 4：各省（区、市）进出口总值（美元）同比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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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政金融：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不减，新增贷款创新高
1. 疫情冲击下，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不减
从上半年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6176 亿元，同比下降
10.8%。疫情冲击导致税基减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
困和复工复产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是财政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拉低收入增幅 10 个百分点。
截至 7 月 28 日，已有 24 个省（区、市）公布了上半年财政收支
数据，青海、河北、广西、贵州 4 省财政收入增速转正。其中，青海
增长 5.4%，居全国第一；河北、广西增速同为 1.3%；贵州增速为 0.7%。
收入增速最低的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省，上半年财政收入下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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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疫情大幅冲击旅游经济，海南上半年接待游客人数 1966.43 万
人次，旅游收入 227.68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49.0%、53.6%，财政收
入下降 26.2%。
疫情对财政收入造成冲击，加上减税降费政策，上半年地方财政
收入平均下降 7.9%。河北、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广东、
广西、贵州、云南和青海 11 省（区、市）公共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图 5：各省（区、市）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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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津 北 西 蒙 宁 林 龙 海 苏 江 徽 建 西 东 南 北 南 东 西 南 庆 川 州 南 藏 西 肃 海 夏 疆
古

江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广东、江苏、浙江三省虽然增速为负，但从总量看，上半年三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以 6460 亿元、4741 亿元、4253.23 亿元居全
国地方一般财政收入总量前三位。青海、宁夏和海南分别以 145.90 亿
元、191.00 亿元、329.16 亿元居全国地方一般财政收入总量后三位。
受疫情和减税降费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省财税收入出现前所未
有的下降态势。上半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一季度收窄 2.6 个
百分点，6 月份当月转负为正，实现 2.2%的正增长。江苏上半年 GD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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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转正，0.9%的增速在东部大省中位居第一。由于经济形势较好，
江苏上半年财政收入与排名第一的广东省差距缩小至 261 亿元。受疫
情影响，浙江省不少地区第一季度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多。面对压
力，浙江开源节流，上半年财政收入超过上海约 320 亿元，位居第三。
图 6：各省（区、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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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2. 地方债发行规模大幅度增加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行地方债 34864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7869 亿元，再融资债券 6995 亿元。与往年相比，今年上半年，地方
债发行同比增加 6492 亿元，增长 22.9%，其中新增债券增加 6117 亿
元，增长 28.1%。在平均发行期限有所延长的情况下，上半年地方债
平均发行利率 3.27%，比 2019 年下降 21 个基点，有效降低了地方融
资成本。相比上年，今年专项债的发行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
投向基建的比例大幅增加，二是专项债用于作资本金的比例提高。
从发行完成限额情况来看，截至 6 月末，新增地方债整体发行完
成全年发行计划的 58.9%。其中，一般地方债发行 5556 亿元，完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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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为 56.7%；专项债券发行 22313 亿元，完成进度达 59.5%。根据
今年的地方债限额，下半年还有 1.94 万亿元的新增地方债将要发行。
从用途看，今年以来，已发行的 2.24 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券，全部
用于国常会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服务领域。其中，用于交通基
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 1.86
万亿元，占 83%。
图 7：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全国地方债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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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

分地区来看，广东省上半年发行地方债 122 只，发行规模 2812.10
亿，数量和发行规模均居全国第一。除北京、广西、陕西、辽宁、黑
龙江、上海、宁夏 7 省（市、自治区外），全国 24 个省（市、自治
区）2020 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规模均高于 2019 年上半年。
从发行年限看，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全国其余省（区、市）上半
年地方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均有所延长。发行期限延长的同时，受益
于上半年政策利率下行和资金面宽松，发行利率明显降低。除重庆、
山西、宁夏、西藏 4 个省（市、自治区）外，其余省（区、市）上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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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方债加权平均利率均低于去年。
表 2：2019、2020 年上半年各省（区、市）地方债发行情况
发行地

数量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东
江苏
宁夏
新疆
山东
湖南
贵州
黑龙江
云南
辽宁
陕西
湖北
福建
河北
浙江
广西
内蒙古
江西
安徽
河南
海南
山西
重庆
吉林
甘肃
四川
青海
西藏
全国

7
23
54
122
15
13
28
61
46
37
28
25
28
48
46
46
27
35
28
21
22
19
30
18
13
9
33
18
91
19
10
1020

2020 年上半年
发行规
平均利
模(亿)
率(%)
495.30
3.17
1123.49
3.05
889.68
3.21
2812.10
3.24
2458.71
3.06
156.50
3.62
990.80
3.51
2500.11
3.31
1271.52
3.30
907.54
3.35
685.07
3.46
1376.67
3.26
705.24
3.45
828.19
3.24
1355.33
3.16
1304.50
3.39
1651.36
3.25
1615.70
3.26
967.36
3.51
869.06
2.69
1441.38
3.29
1191.66
3.17
1625.83
3.36
336.49
2.92
550.95
3.44
928.08
3.53
751.76
3.32
722.51
3.29
2030.56
3.29
287.59
3.39
33.00
3.36
34864.04
3.27

平均发行
期限(年)
11.35
12.12
13.81
12.13
11.55
27.67
19.57
14.81
13.98
17.03
22.83
14.98
18.74
14.11
14.73
15.43
16.11
14.73
23.26
7.46
12.29
11.36
16.20
8.37
16.48
26.29
19.43
15.35
15.45
22.73
16.06
15.11

数量
9
28
34
75
13
15
21
43
13
8
7
9
15
16
21
19
19
23
19
14
16
7
19
14
34
10
12
12
96
7
3
651

2019 年上半年
发行规模 平均利
(亿)
率(%)
917.00
3.31
1250.14
3.32
723.10
3.34
2233.36
3.41
1903.60
3.34
221.83
3.43
969.70
3.66
1648.33
3.37
950.70
3.51
642.68
3.55
758.40
3.73
578.10
3.53
741.33
3.69
990.82
3.64
1139.51
3.42
753.80
3.53
1249.06
3.61
1530.20
3.42
994.58
3.58
572.02
3.45
802.38
3.40
857.52
3.42
1386.51
3.46
313.32
3.44
478.78
3.38
698.30
3.51
440.48
3.49
633.93
3.60
1695.55
3.56
276.97
3.42
20.00
3.32
28372.01
3.47

平均发行
期限(年)
6.28
5.95
5.79
8.36
6.55
8.23
12.66
6.82
9.17
12.37
15.72
10.82
15.47
10.83
9.05
10.62
11.74
9.43
10.51
9.26
8.92
7.44
8.50
6.50
7.00
12.42
8.56
11.89
9.81
7.91
6.00
9.2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3. 贷款增速企稳回升，新增贷款创新高
上半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 12.09 万亿元，同比多增 2.42 万亿
元。信贷增长较快，有力地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困难。数据显示，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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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同比多增 2.31 万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截至 7 月 28 日，除吉林、山东、河南、贵州 4 省外，全国 27 个
省（市、自治区）均已公布上半年信贷余额。从总量看，广东省信贷
规模居全国首位。截至 6 月末，广东本外币贷款余额 18.5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6.9%，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1.77
万亿元，同比多增 4946 亿元。从用途看，上半年金融政策重点关注
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保供应、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因此
广东省新增流动性主要集中于实体企业部门。江西省贷款增速领跑全
国，增量创同期新高。6 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39690.9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994.13 亿元，上半年增量接近 4000 亿元，已完成
今年全年贷款新增目标的 8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贷款同比
增长 18.65%，比上年年末提升 1.87 个百分点，为 12 个月以来新高，
增速继续位列全国第一。
图 8：2019、2020 年上半年全国各省信贷余额与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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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省（区、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下半年展望
（一）北京市
2020 年一季度，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十分严格，北京市经济受到显
著冲击。二季度以来，全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
著，6 月中下旬疫情虽有小规模反弹，但扩散势头已得到遏制，未扭
转防控向好的大趋势，北京市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主要领域稳步回升，
生产端与需求端双双回暖，经济结构中不乏亮点，上半年 GDP 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3.4 个百分点至 3.2%，降幅仍高于全国水平 1.6 个百分
点，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下降 0.14%。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迅速反弹，服务业平稳复苏。上半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降幅较一季度大幅收窄 11 个百分点至 3.7%。随着企
业纾困政策落地，复工复产加速推进，重点行业均回升显著，尤其是
占比超 1/4 的高技术制造业增速由负转正，占比超 1/3 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降幅大幅收窄，成为工业生产恢复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增加值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8 个百分点至 3.0%。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及金融业为重要支柱，由于远程办公效率较高，业务开
展受疫情影响较小，恢复也较为迅速，前者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4.8 个
百分点至 8.3%，后者增速提高 0.2 个百分点至 5.7%。此外，批发和
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随着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逐步恢
复降幅也有显著收窄。
从需求端看，投资稳步反弹，消费缓慢恢复，进出口依然低迷。
3 月以来投资降幅逐月收窄，上半年较一季度降幅收窄 5.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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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主要受新开工项目增加和已开工项目加快推进带动，转正
在望。市场总消费额则已连续两个月降幅收窄，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二季度以来降幅持续收窄，上半年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5.2 个百分
点至 16.3%，餐饮收入仍大幅下滑 46.2%拖累显著。上半年进出口累
计同比降幅较一季度扩大 12.5 个百分点至 18.7%，主要经济体陷入深
度衰退，外需持续低迷，外贸走势尚不容乐观。
尽管北京市经济受疫情影响尚未消退，但仍凸显出三大亮点：一
是优势产业支撑经济韧性。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
务业以其强大的抗疫能力成为全市经济稳步复苏和转型升级的主要
支撑，智能手机、显示器、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和光电子器件等
产品产量迅猛增长，为产业高精尖发展储备了动力。二是科技创新激
发经济活力。疫情期间北京市科技创新保持活跃，数字经济、药物疫
苗研发投入大幅增加，有效赋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1-5 月全市大
中型重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同比增长 12.8%，其中，信息服务业研究
开发费用增长 17.9%，科技服务业增长 1.1%。三是互联网新业态新模
式催发新经济需求。在线教育、在线问诊、在线体育等互联网新型消
费需求旺盛，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收入 1-5 月同比增长
13.2%。线上消费、新零售释放消费潜力，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网上零售额上半年增长 25.8%。
展望下半年，北京市疫情防控将持续趋稳，复工复产全面加速，
需求稳步改善，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相得益彰，内生动力不断集聚，经
济有望恢复增长，全年或同比增长 1.3%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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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风险点：一是境外输入和境内反弹的疫情风险；二是外需萎缩风险；
三是财政收支矛盾加剧风险。
（二）天津市
天津市经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9.5%，
成为除湖北省外降幅最大的省市。在全市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努力下，经济逐步克服
前期疫情影响，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20 年上半年天津市 GDP 同比
下降 3.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6 个百分点，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增
长 1.13%，但在全国各省二季度的增长速度中处于中下游水平。
从生产端来看，工业生产快速恢复，农业和服务业平稳复苏。上
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8.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9 个百分
点。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6.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1.1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 35.9%，装备
制造业 8 个行业全面增长，成为天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疫情防
控产品和部分电子产品产量增长较快，上半年医用口罩增长 5.4 倍，
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增长 2 倍，电子计算机整机增长 1.3 倍，光电子
器件增长 1.8 倍，电子元件增长 47.8%。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 2.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7 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表现最
为抢眼，增加值增长 4.7%，比一季度加快 1.8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
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增加值下降 36.1%。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恢复较快，消费疲软，进出口平稳回升。上
半年，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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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自 5 月份开始投资实现增长，且增幅不断提升。其中，基
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增长 8.3%，制造业投资上半年下降 16.8%，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 14.9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上半年下降 6.3%，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 11.6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下降 21.7%，仅比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点，消费受疫情影响十分
严重，虽然智能家用电器、新能源汽车等升级类产品消费市场较好，
但整体消费颓势扭转仍然较为吃力。上半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下降 3.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6 个百分点，外贸平稳回升；其中，
进口收窄 0.9 个百分点；出口恢复明显，较第一季度收窄 10.4 个百分
点。
整体来看，天津市正在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冲击，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不断落地和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显效的实际背景下，经济继续回
升是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的，但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展望下半年，
天津将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发挥优势行业的增长效能，
同时应尽快补齐消费等短板，扎实推进全市经济复苏。
（三）河北省
河北省受疫情波及程度在全国处于中等，2020 年一季度经济受
到一定冲击。二季度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及一系列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河北省经济持续修复向好，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上
半年 GDP 同比降幅已较一季度收窄 5.7 个百分点至 0.5%，折算二季
度当季同比增长 4.62%，生产和需求端各项主要指标逐月回升，且好
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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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恢复正增长，服务业待进一步修复。上半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5.6 个百分点至 0.8%，累计
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当月则已连续 4 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信息智
能、生物医药健康和新能源产业双位数增长亮眼，钢铁、食品产业也
显著正增，成为主要支撑。第三产业增加值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4.6 个
百分点至 1.3%，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教育
业受疫情影响较小，保持较高增速，房地产业也加快修复，取得 4.9%
的增速。
从需求端看，投资由降转增，消费有序恢复，进出口保持高增。
上半年投资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8.6 个百分点至 0.9%，年内首次转正。
其中，卫生与社会工作业、道路运输业等与抗疫有关的行业投资高速
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等民生领域基建大幅增长，共同支撑第三产业投资正增
4.6%，是投资较快恢复的主要支撑。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10.7 个百分点至 5.6%，受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长加
快提振显著，但恢复正增尚待时日。进出口加快增长，增速较一季度
加快 0.7 个百分点至 8.0%，高于全国增速 11.2 个百分点，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发展快速是河北省进出口贸易逆势高增的强劲动力。
河北省上半年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突出亮点：一是新产业新业态
等新动能加快成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3.4%，快于规
模以上工业 2.6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4.7%；
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14.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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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升至 19.1%。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业单位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96.2 个百分点至
128.9%。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良好。上半年河北省积极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落实“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承接京津转入
法人单位 202 个，同时加快雄安新区建设，新区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15.9 倍，一大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三是居民收入趋势向
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57 元，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4.1
个百分点至 2.8%，保持正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展望下半年，河北省生产继续恢复好转，有效需求恢复回升，经
济回升的可持续性增强，全年或同比增长 2.7%左右。但仍需要关注
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疫情小规模反弹风险；二是消费动能提振不足
风险；三是受全球产业链冲击和外需疲软影响，传统制造业信心受挫
风险。
（四）山西省
山西省疫情于 2 月下旬得到有效控制，3 月以来，输入型和本土
型疫情压力不大，累计仅有 1 例新增病例，在科学统筹疫情常态化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逐步推进，全省经济
稳步复苏。山西省 2020 年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4.6%，上半年全市
GDP 同比下降 1.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3.2 个百分点，折算二季度
当季同比增长 1.48%，但增速与很多其他省市相比仍显缓慢。
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工业和服务业平稳复苏。上半年，山西省第
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比第一季度增加 0.3 个百分点；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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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形势较好，夏粮亩产产量同比增长 7.6%，再创历史新高；畜牧业猪
牛羊禽四种肉产量同比增长 3.8%。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
降 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5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和新兴产业
逆势增长，煤层气采掘业增长 3.4%，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7.4%，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增长 3.1%。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5%，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3 个百分点；全省服务业的复苏主要依靠电信业
务的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23%。
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平稳回升，进出口降幅扩
大。上半年，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3%，比一季度增加 5.8
个百分点，疫情催生网络相关投资成倍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2 倍，制造业投资增长 11.9%。上半年，山西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6.3%，降幅比一季度降幅收窄 9.4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下降最为严重达到 25.2%，但互联网经济等
新消费业态表现活跃，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32.0%。上半年，山西省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9.5%，对外贸易的下降
幅度比一季度扩大 9.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下降 9.6%，进口总额
下降 9.5%。
总的来看，山西省一季度疫情防控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此后基
本未有新增病例，防控压力得到大幅缓解，但当前全球疫情依然在蔓
延扩散，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将继续发展演变，经济回稳向好
仍面临诸多挑战，服务业恢复缓慢，投资拉动作用明显，而消费疲软，
进出口贸易不增返降，虽然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但增长速度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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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差距明显，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山西省下一步需要培育和挖
掘新动能，继续在经济转型上下功夫，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的同时，稳
定工业增长，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全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五）内蒙古自治区
上半年新冠疫情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全区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政策效果已逐步显现，
复工复产、复商复市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与一季度相比，二季
度多项主要指标降幅进一步收窄，全区经济长期向好发展趋势没有发
生变化。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3.8%，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 2.0 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来看，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增加值由降转增，服务
业回暖态势显现。上半年，全区围绕“六保”工作抓好粮食生产，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同比增长 1.7%，部分畜禽产品产能持续恢复，保障
市场供应充足。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1%，降幅较一
季度收窄 0.8 个百分点。其中，6 月份增速报 0.9%，由降转增。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 41 个行业大类中有 23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正增长，
增长面达 56.1%，较一季度提高 17.1 个百分点。生活必需品和基础生
产资料行业运行稳定，装备制造行业增长有所加快。服务业逐步回暖，
1-5 月份，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3.9%，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5.2 个百分点。34.2%的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增长面较一季度扩大 4.1 个百分点。物流快递业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上半年，全区邮政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4.3%，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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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业务收入增长 21.8%。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降幅收窄，消费持续提振，进出口形势不容
乐观。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2.3%，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 15.0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在稳投资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全
区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部投资 8.6 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为
56.6%，高于去年同期 5.6 个百分点。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下降 13.8%，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7.8 个百分点。其中生活性消费和文
化消费需求提升明显，线上消费优势突出。但全区进出口形势不容乐
观，前 5 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8.8%，较一季度降幅扩
大 4.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降 8%，进口下降 9.2%。
从整体来看，上半年内蒙古经济发展有如下三方面亮点：一是就
业人员同比增长，为保民生提供有效保障。面对疫情影响，中央和自
治区多措并举，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二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就业人数同比增长 2.3%，较一季度提高 1.0 个百分点。二
是高技术产业投资降幅明显收窄，推动全区产业转型。全区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下降 21.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4.4 个百分点。其中，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下降 26.2%，降幅收窄 9.4 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下降 19.0%，降幅收窄 48.5 个百分点。三是去库存成效显著，产
销衔接进一步改善。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为 99.8%，较
一季度提高 2.9 个百分点。重工业产销率 99.7%，较一季度提高 3.3 个
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全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继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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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产需求持续改善，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或将同比增长 1.0%左右。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疫
情扩散蔓延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
调结构、促转型压力依然较大。
（六）辽宁省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冲击，辽宁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回暖向
好，民生指标基本稳定，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扎实推进，各项惠企利民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抓项目稳投资取得实
效。上半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132.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下降 3.9%，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水平
2.3 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看，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工业累计降幅收窄，服务业缓
慢复苏。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延续一季度稳定增长态势。种植业实
现正增长，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增速由负转正，水果产量保持增长；畜
牧业生产向好，牛肉、羊肉、禽肉以及蛋、奶产量实现增长，猪肉产
量降幅明显收窄；渔业生产明显改善，水产品产量降幅大幅收窄。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已连续 3 个月当月实现正增长，4-6 月当月增速分
别为 2.1%、6.0%和 3.0%。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2.3%，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6.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6173.8 亿元，累计
同比下降 4.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7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低于全国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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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端看，投资降幅收窄，消费逐步恢复，出口降幅收窄。上
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7%，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3.5 个
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1%，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33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下降 4.4%，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22.3 个百分点；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0.6%，降幅收窄 14.5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下降 17.0%，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7.8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
零售额下降 17.2%，乡村零售额下降 15.9%。从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商品零售类值情况看，生活必需品类和药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石油
及制品类和汽车类零售额降幅收窄。进出口总额 3268.9 亿元，同比下
降 5.7%。其中，出口总额 1289.7 亿元，下降 16.7%，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 1.2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 1979.2 亿元，增长 3.2%。
展望下半年，辽宁省将狠抓“六稳”“六保”工作落地见效，积
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刺激消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稳住外
贸基本盘，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争取
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预计全年同比增长 1%左右，但仍需要关注疫情境外输入和境
内反弹风险。
（七）吉林省
2020 年上半年，吉林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抓“六稳”促“六保”，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有序推进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全省经济运行稳步回升，多数指标增速好于全国平均
水平。上半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41.92 亿元，按可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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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同比下降 0.4%，比一季度提高 6.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1.2 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看，农业生产降幅收窄，工业增长动力强劲，服务业缓
慢复苏。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下降 0.9%，比一季度回
升 2.6 个百分点。其中，林业增长 16.3%，畜牧业下降 1.6%，渔业增
长 4.8%。生猪存栏量增长 9.3%，出栏量下降 8.3%，家禽出栏量增长
3.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增速比 1-5 月份提高 5.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6 个百分点。从重点产业看，汽车制
造业增长 9.2%，增速比 1-5 月份大幅提高 7.8 个百分点。从主要产品
产量看，汽车、钢材、化学纤维、发酵酒精产量分别增长 5.3%、4.0%、
10.2%和 5.8%。第三产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下降 2%，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 1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略低于全国水平。
从需求端看，投资由负转正，消费明显回暖，进出口有所下行。
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7.8%，增速比 1-5
月份提高 9.0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9 个百分点。其中，汽
车制造业投资增长 21.5%，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0.6%，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长 14.2%。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0%，降幅比一
季度收窄 7.3 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产品增速较快。6 月份，全省限
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
分别增长 55.7%、42.6%和 28.4%。进出口 1-5 月累计同比增速呈倒 U
型，5 月进出口同时出现同比下滑，1-5 月进出口金额累计同比下滑
1.9%（以人民币计），显示出外需持续低迷，外贸走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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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吉林省将全力做好稳产业、抓项目、促消费、惠民
生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预计全年同比增长 1.5%左右，但仍需要
关注疫情境外输入和境内反弹风险。
（八）黑龙江省
2020 年上半年，黑龙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采取一系列有针
对性、行之有效的应对举措，全省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主要经济指标
明显回升，总体呈现回暖向好态势。上半年，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5250.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4.9%，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 3.4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3 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增
长 3.2%，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从生产端看，农业生产平稳向好，工业生产降幅收窄，服务业缓
慢复苏。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0.2%，增幅
由负转正，比一季度提高 1.6 个百分点。农作物长势喜人，苗情总体
好于历史同期；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生猪存栏连续四个季度环比增长。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下降 4.0%，降幅比 1-2 月收窄
6.9 个百分点。装备工业增速由负转正，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2.5%、31.9%
和 7.0%，农副食品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5.8%。第三产业增
加值 3174.3 亿元，累计同比下降 5.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2.3 个百
分点，改善幅度略低于全国水平。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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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业增长较快，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6.6%和 14.5%。
从需求端看，投资稳步回升，消费逐步回暖，出口保持增长。上
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0.3%，增速由负转
正，比 1-5 月提高 2.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4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
领域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12.1%，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51.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66.2%，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
长 42.9%。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2.7%，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 10.7 个百分点。基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
食品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7.9%；消费升级类商品迅速恢复，
限额以上单位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转正，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9.4%、54.6%和 26.4%。
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 788.2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5.9%。其中，出
口 171.6 亿元，增长 4.1%；进口 616.6 亿元，下降 20.1%。6 月份，
全省出口额比上年同月增长 21.6%，连续三个月保持正增长。
展望下半年，黑龙江省将继续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预计全年同比增长 1%左右，但仍需要关注疫
情境外输入和境内反弹风险。
（九）上海市
输入型疫情对上海二季度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二季度以来，上
海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经济稳增长攻坚战两场硬仗。不过全球疫情的不断蔓延加大了全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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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型疫情压力，至 6 月末，上海市累计确诊新冠病例 712 例，其中
境外输入型病例 370 例，超过半数。受此影响，上半年全市 GDP 同
比下降 2.6%，降幅大于全国 1 个百分点。分季来看，一季度同比下
降 6.7%，二季度虽转为同比增长 1.1%，但较正常年份 6%左右的增
速仍有较大距离，在全国各地区中排位靠后。
服务业成为最大支撑，农业与工业生产仍显弱势。上半年上海市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6.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3 个百分点，
回升力度较小。第二产业同比下降 9.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9.9 个百
分点。第一、第二产业与全国整体接近正常化的水平相比，差距仍较
大，表明在输入型疫情的严峻压力下，全市的复工复产情况都受到了
一定影响，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产值下降 12.3%，石油化工及精
细化工制造业产值下降 6.0%，精品钢材制造业产值下降 4.1%，是主
要拖累因素。第三产业同比下降 0.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1 个百分
点，是三次产业中表现最靓丽的，也成为上海上半年经济的最大支撑
点。具体来看，以互联网、数字化和科技创新为依托的相关行业较快
发展，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逆势增长。上半
年，全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3.5%；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7.4%；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增加值增长
8.0%。
投资旺盛、消费疲软、外贸平稳。一是重大项目力保上半年投资
同比增长 6.7%，一改一季度负增长 9.3%的颓势。在特斯拉等大项目
带动下，制造业带动工业投资实现 15%的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开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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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增长 7%，复苏显著。二是消费受疫情影响仍显疲软。上半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2%，生活必需品消费在一季度抢购后有
所降温，而收入弹性较大的耐用消费品，包括家具、家电、通信用具
等继续下降，餐饮、娱乐等服务性消费依然低迷。三是外贸保持平稳。
上半年出口（人民币计）同比增长 0.7%，进口同比下降 1.7%。
整体看，作为我国面临输入型疫情压力较大的地区，上海市正在
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负面冲击依然存在，且面临的增长
压力要高于全国整体。展望下半年，全球疫情的持续扩散仍会对上海
造成持续的疫情输入压力，经济恢复常态仍面临不少困难，需要继续
在坚持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上，逐步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兼顾疫情防控
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双目标。
（十）江苏省
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对外贸依赖强的江苏省经济增速下
滑明显。二季度以来，江苏省直面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全省进出口
开始恢复，整体上正步入回稳轨道，带动经济复苏，主要领域稳步回
升，生产端与需求端都有不俗表现，经济结构中不乏亮点，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0.9%，较一季度上升 5.9%，增速由负转正；折算二季度当
季同比上升 1.1%。
从生产端看，服务业反弹力度更大，工业端平稳复苏。上半年，
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为 1.8%，一季度为下降 2.0%。分行业看，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软件业）复工复产成效明显，上半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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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疫情影响逐渐消退，但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4 个行业受疫情影响较深仍在逐步恢复。上
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下降 3.8%、20.0%，降幅比
一季度分别收窄 9.9 个、11.2 个百分点。进入二季度，全省工业继续
延续 3 月以来的反弹势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
一季度为下降 7.8%；其中，6 月份同比增长 8.2%，比 5 月份加快 0.5
个百分点，已连续 4 个月实现增长。
从需求端看，投资降幅收窄，新兴消费蓬勃发展，进出口稳步复
苏。3 月以来投资降幅逐月收窄，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
降 7.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3.0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降幅收窄。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明显，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1%，
一季度为下降 0.5%。受新兴消费拉动，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6910.4 亿元，同比下降 9.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7 个百分
点；其中，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44.4 亿元，同比增长 4.4%，
5 月份为下降 1.6%。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网络餐费收入增长 33.3%，
比一季度分别提高 17.9 个、11.9 个百分点，对消费拉动作用明显。此
外，受疫情期间网络购物快速增长带动，上半年邮政业实现 13.1%的
增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出口单月波动较大，但 3 月以来连续
4 个月降幅收窄。据统计，1 到 6 月，江苏实现外贸进出口 20061.7 亿
元，同比下降 2.8%，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6.6 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 12170.9
亿元，同比下降 5.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9.3 个百分点；进口 7890.8
亿元，同比增长 1.9%，增速较一季度高 2.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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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季度，疫情防控坚决果断，复工复产及时有力，江苏省展
现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效能、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是加快转型升级，服
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服务业是江苏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首当其冲受此次疫情影响的行业。疫情发生后，一系列扶
持政策密集出台，江苏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在
一季度末已全面复工复业，1-5 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营业收入增长 10.3%。二是新基建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面对经济
发展压力，江苏提前落子 5G、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得益于新基建的发
力，挖掘机、变压器、光纤、光缆等产品产量较快增长，上半年分别
增长 29.5%、3.3%、6.8%、8.3%，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分别
增长 8.5%、7.6%、6.9%。三是释放新消费潜力，带动经济增长。此
次疫情中，人们普遍将生活消费的需求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外卖平台、
在线医疗、在线游戏、在线视频、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成了许多人的
日常生活方式，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上半年，江苏省网上零售发
展迅速，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31.7%，住宿和餐饮业网络餐费收入增长 33.3%，比一季度分别提
高 17.9 个、11.9 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江苏省经济发展将延续复苏势头，需求稳步改善，
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共同发力，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全年或同比增长
2.5%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外需萎缩风险；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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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负担过重风险。
（十一）浙江省
一季度，疫情冲击下，浙江省 GDP 增速一度下探到-5.6%，成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大降幅。随着 3 月份以来浙江省主要经济指
标呈现逐步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 0.5%，经济增长实
现由负转正的逆转；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上升 0.5%。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为 914 亿元，增长 1.3%；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1620 亿元，
下降 2.0%；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6553 亿元，增长 2.5%。从三大产业
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生产值均为正增长，而第二
产业是呈下降的态势。
从生产端看，服务业贡献最大，工业端仍呈下降态势。上半年，
浙江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生产总值 2.0 个百分点，拉动生产
总值增长 1.3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
增加值分别增长 11.0%、4.0%和 4.2%；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下降 2.1%、6.2%和 18.4%，降幅分别比
一季度收窄 11.4、9.0 和 11.7 个百分点。受新动能拉动，工业生产增
速降幅明显缩窄。从具体数据看，尽管上半年浙江第二产业增加值下
降 2.0%，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422 亿元，同比增长 0.3%。值得注
意的是，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其中高技术（12.1%）、战略性新兴产业（6.0%）、高新技术
（3.5%）、装备（2.1%）等制造业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从需求端看，投资稳步回升，网络消费蓬勃发展，进出口全面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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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上半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8%，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9.0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4.6%和 2.9%；基础
设施投资增长 6.4%。重点领域投资总体向好，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增长 12.3%。消费方面，上半年浙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939 亿
元，同比下降 6.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4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增
速由负转正，增长 1.7%。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但线上消费呈现增长态势，上半年全省实现网络零售 8764 亿元，
同比增长 9.8%；省内居民网络消费 4519 亿元，增长 6.3%。疫情发生
以来，各地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外向型经济大省浙江首创
网上交易会模式，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
帮助外贸企业克服疫情影响。3 月份以来，浙江出口订单持续恢复，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实现全面增长。其中，出口 10858 亿元，增长 3.3%；
进口 3866 亿元，增长 6.8%。分类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和防疫物资出
口增长较快。3-6 月，口罩出口拉动浙江全省同期出口增长 5.7 个百
分点。
上半年浙江省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两战赢”取得阶
段性明显成效，经济运行呈现复苏加快、回升向好态势，各项指标都
有明显改善：一是开拓国内市场，外贸企业积极转型探路。新冠肺炎
疫情在国外蔓延，给外贸增加了不确定性，作为以外贸大省，浙江省
商务厅等 9 部门出台《关于推动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若干意见》，
助推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此外，浙江各地还通过保险、融资、退
税等多种措施积极帮助遭遇困难的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二是自贸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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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活力持续释放，拉动全省经济增长。上半年，舟山市实现外贸货物
进出口总额 834.2 亿元，同比增长 55.3%。其中，出口额 292.1 亿元，
增长 45.7%，占浙江省出口比重 2.7%，拉动浙江省出口增长 0.9 个百
分点；进口额 542.0 亿元，增长 61.1%，占浙江省进口比重为 14.0%，
拉动浙江省进口增长 5.7 个百分点。三是消费市场逐步改善，网络零
售较快。网络零售成长迅猛，成为浙江上半年消费市场的一大特征。
据浙江省商务厅统计，上半年网络零售顺差达到 4245.1 亿元，跨境网
络零售出口 414.5 亿元，同比增长 17.8%。
展望下半年，浙江省经济发展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保持增速，全年或同比增长
2.5%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
出口下降风险；二是财政收入增速下降风险。
（十二）安徽省
2020 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环境，安徽省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有序推进，整体经济运行由降转增、稳步复苏，特别是二季度
以来积极变化显著增多，主要指标快速回升，经济新动能不断增强，
安徽省生产总值由一季度的下降 6.5%转为上半年增长 0.7%，增速由
负转正；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上升 1.5%。
从生产端看，工业端经济指标快速增长，服务业稳步复苏。上半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 2%，较一季度回升 7.3 个
百分点，高于全国 3.3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7 位、中部第 1 位、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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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第 1 位。新冠疫情对工业生产造成短期严重冲击，前 2 个月全省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2.1%。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工业经济运
行秩序加快恢复。4、5、6 月份全省工业增速分别达到 9.1%、7.8%、
8%，均居中部首位。全省工业累计增速在 1-5 月转正为 0.5%。上半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由一季度同比下降 3.7%转为增长 0.4%。其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5.8%；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分别下降 2.3%、17.9%，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 11.6、15.2 个百分点；疫情对于第三产业的冲击虽未彻底
消退，但有明显好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降幅明显
收窄。
从需求端看，进出口居全国第 4 位，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增长，消
费品市场稳步回暖。疫情期间，全球贸易整体下行，外贸大环境不容
乐观。但是，安徽外贸在变局中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上半年进出口
增速排名全国第四，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幅分别较全国高 12.2 个
百分点、9.7 个百分点和 15.5 个百分点。5 月份和 6 月份进出口、进
口、出口值均呈两位数增长，外贸企稳向好态势有所巩固。从出口看，
在电子信息、防疫物资产品等带动下，出口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11.3 个
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一季度同比下降 11.1%转为增
长 1%，快于全国 4.1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力，上半年增
长 13.3%、快于全部投资 12.3 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由去年同期
的 15.8%提高到 1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仍在下降，但降幅
明显收窄。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456.5 亿元，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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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4 个百分点、比全国低 7.9 个百分点；其
中二季度增长 5.1%，一季度为下降 11.9%。
进入二季度，安徽省经济发展积极变化增多，市场预期趋好，经
济运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为实现全年经济主要发展预期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一是工业韧性强，迅速反弹恢复。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全省全力推动“六稳”
“六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工业经济在经历阶段性下滑后，迅速反
弹恢复，逐步企稳回升。全省工业生产从 3 月份开始连续 4 个月保持
增长，二季度全省工业生产基本恢复常态。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 5.3%转为增长 2%。其中，二季度工业生产同
比实现增长 8.7%。二是数字经济发展迅速，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
伐。上半年，电子信息工业迎来“线上经济”新机遇，同比增长 17.4%，
对安徽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六成以上。全省建成 5G 基站 1.31 万
个，5G 应用场景 42 个，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1%。软
件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速，“中国声谷”入园企业 910 户。“皖企登云”
计划有序推进，全省新增“皖企登云”企业 2800 家。三是应对疫情
冲击，新零售加快发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线下消费受阻。
为应对疫情冲击，商贸流通企业加快自身转型发展，各种新零售、新
业态、新消费热点不断涌现，给消费品市场发展带来新机遇。今年上
半年，安徽省共实现网络零售额 1202.2 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
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 1026.6 亿元，同比增长 18.7%；非实物商品网络
零售额同比下降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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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安徽省经济运行将保持持续向好的态势，在供给和
需求两端同时持续发力，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全年或同比增长 2%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
险点：一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二是消费增长
乏力风险。
（十三）福建省
福建省二季度 GDP 显著回暖。在新冠疫情对福建省一季度造成
较大冲击的情况下，二季度以来全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境外输入病
例保持稳定，为加快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复苏有力。上半
年福建省 GDP 由一季度的同比下降 5.2%成功转为同比增长 0.5%，
由此估算二季度当季 GDP 同比增加 5.6%左右，与往年增速相比，已
接近恢复七八成，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位于中上游水平。
从供给端看，一、三产业保持增长，工业降幅收窄明显。上半年，
福建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较一季度加快 1.1 个百分点，
受疫情影响较小。蔬菜、茶叶、园林水果、木材、肉蛋奶等主要农产
品总产量均实现增长。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8%，但降幅较一
季度大幅收窄 8 个百分点，二季度应已实现明显正增长，超九成工业
行业明显“回温”，纺织、化工、冶金、计算机与通信设备等行业均
已实现正增长，但汽车、船舶制造行业仍在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6%，较一季度加快 3.6 个百分点，得益于疫情控制得较
好，传统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正在不断减弱，从增速看服务业复苏情况
好于全国大多数省（区、市）水平。
43

民银智库专题报告

总第 148 期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消费与外贸“三驾马车”降幅均明显收窄。
上半年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省铁路项目）同比下降 0.8%，降
幅较一季度大幅收窄 16.1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2.8%，率
先实现正增长；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4%，比
一季度收窄 7.1 个百分点，消费品市场持续回暖，餐饮收入跌幅仍较
大；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 6175.86 亿元，同比下降 3.2%，降幅比 15 月收窄 3.5 个百分点，其中，6 月同比增长 12.3%，企稳回升。
整体看，福建省虽为沿海省份，但疫情防控到位，输入型疫情呈
零星增加态势，复工复产推进顺利，经济有望继续回暖。目前，福建
省除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尚未完全复苏外，多数行业已接近恢复正常水
平。展望下半年，福建省将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之间
的平衡，传统服务业的复商复市将继续推进，新基建等重大项目将继
续推动投资回暖，消费有望恢复正增长，不过全球疫情加重对大量外
贸企业仍会产生不少压力。整体看，预计三、四季度福建省经济增长
有望继续小幅提升。
（十四）江西省
江西省二季度经济持续复苏。作为湖北省的接壤省份，江西省一
季度一度受到较为严重的疫情冲击，但随着防控措施的加强，2 月中
旬全省疫情已得到控制。3 月以来，江西省输入型疫情压力不大，累
计仅有 2 例病例，一直呈现零星偶发状态，全省复工复产基础良好。
上半年江西省 GDP 同比增长 0.9%，增速在全国排名靠前，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下降 3.8%，二季度经估算同比增长 5.1%左右，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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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明显。
三次产业增幅全面转正。上半年，江西省第一产业由一季度同比
下降 0.5%转为增长 1.1%，作为农业大省，粮食生产整体向好，“菜
篮子”供应保持稳定，生猪生产逐步回升，各类农产品产量均保持增
长。第二产业由一季度同比下降 6.7%转为增长 0.4%，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态势良好，建筑业也由负转正。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3%、7.7%、4.1%，分别比一季度加快
4.5、7.2、7.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一季度同比下降 1.2%转为增长
1.4%，批零、住餐等行业指标降幅大幅度收窄，批发业和零售业销售
额降幅分别比一季度收窄 9.3 和 12.2 个百分点；住宿业和餐饮业营业
额降幅分别比一季度收窄 11.6 和 18.0 个百分点。金融业同比增长
10.2%，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撑。
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与外贸表现强劲，消费仍有空间。基础设
施与重大项目推动投资由负转正。上半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5.8%，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10.1 个百分点，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8.9 个
百分点，位居全国第 6，表现强劲。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9.0%，亿
元以上重大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14.6%，不过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7%，
落后于第一、三产业。消费仍有空间。上半年，江西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下降 4.2 个百分点，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7.7 个百分点。刚
需消费、线上消费增长较快，但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仍受疫情影
响。进出口表现强劲，增速全国领先。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 25.1%。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25.8%、23.2%，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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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双双居全国第一。电子信息产业、汽车、生物医药、家具产业出口
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整体来看，江西是全国疫情较早得到稳定控制的省份，一季度经
济受损好于多数省份，二季度则延续了良好态势。农业与服务业表现
突出，进出口形势喜人，经济内生动能较为充沛，保持了近年来中部
地区强势省份的地位。展望下半年，预计江西省将继续推进经济生活
的正常化，各项经济指标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十五）山东省
山东省 GDP 显著回暖，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山东省疫情于 2 月
后期得到全面控制，而后仅有零星病例新增，进入 3 月以来，经济发
展活力动力不断激活、加快释放，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得到改善。上半
年，山东省 GDP 由一季度的同比下降 5.8%转为同比下降 0.2%，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 5.6 个百分点，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增长 4.83%，二季
度经济增长速度与山东省往年增速已较为接近，在全国各省（区、市）
的恢复速度中位于中上游水平。
供给端来看，农业平稳增长，工业和服务业加快复苏。上半年，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9%，由一季度下降 0.5%转为正增长；农
业生产持续向好，夏粮总产量同比增长 0.6%，肉类、禽蛋、牛奶产量
同比增长均在 10%以上，分别达到 13.1%、15.8%、11.0%。上半年，
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7%，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4 个百分点；其
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智能行业及产品增速强劲，服务器、
计 算 机 及办 公设备 制 造 业和 集成电 路 增 长速 度最快 ， 分 别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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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38.7%、28.7%。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1%，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 5.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服务和研究服务增长迅
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2.2%和 8.3%。
需求端来看，投资稳步增长，消费仍显疲软，进出口变动较小。
上半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比一季度提高 5.4 个百
分点，投资的重点领域为高新技术产业和医药、卫生等民生保障领域，
这些领域投资增长均在 30%以上。上半年，山东省消费市场整体下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9.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5.7 个百分
点；其中，民生保障类等刚性需求增势稳定，粮油食品与中西药品类
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4.5%和 13.3%，合计拉动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
2.1 个百分点；此外，升级类消费增势强劲，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响器
材增长 1.8 倍。上半年，山东省进出口总体稳定，货物进出口总额同
比下降 3.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0.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 0.6%，
进口下降 7.6%。
总体来看，山东省上半年经济运行经受住了疫情的短期冲击，生
产生活秩序得到了较快恢复，预计下半年山东省 GDP 增速将会转正。
下一步，国际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山东作为沿海省份，要提高警惕，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十六）河南省
河南省是务工大省且毗邻湖北，一季度受疫情波及较重，经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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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暂时冲击，3 月以来经济已显露改善趋势。上半年 GDP 同比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 6.4 个百分点至 0.3%，降幅低于全国水平 1.3 个百分
点，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增长 5.45%，生产需求逐步改善，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稳步回升，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V”形复苏之
势显著。
从生产端看，农业生产形势向好，工业生产反弹力度较大，服务
业平稳回暖。农业方面，作为“中原粮仓”，河南肩负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责任，上半年在疫情防控态势下采取应对措施确保了农业
生产平稳进行，禽蛋、牛奶、蔬菜、食用菌产量均呈现增长，生猪产
能也持续恢复。工业方面，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一季度的下
降 6.8%转为增长 0.6%，高出全国水平 1.9 个百分点，当月则已连续
4 个月保持正增长。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2%和 3.9%，同时医疗防护用品生产增长迅猛，成为主要支撑。服
务业方面，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由一季度的下降 4.9%转为同比持
平，由于服务业构成中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邮政
业、住宿和餐饮业占比超过 30%，服务业回升步伐相对较慢。
从需求端看，投资迅速反弹，消费修复缓慢，进出口逆势上扬。
河南省 3 月以来投资反弹显著，上半年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10.1 个百
分点至 2.6%，高出全国 5.7 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第 13 位，工业、
基建、房地产开发投资均已转为正增，充分发挥了投资稳增长作用。
消费修复步伐相对缓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降幅较
一季度收窄 10.6 个百分点至 11.3%，在全国排名第 17 位，其中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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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汽车零售、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拖累较深。不过，社零当月增
速已连续两月为正，消费动力正在逐渐激活。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
7.7%，高于全国总体增速 10.9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6 位，进出口形
势明显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保持两位数增长
是主要贡献，从贸易对象上看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 8 成，从贸易商品
上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高速增长。
河南省上半年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主要亮点：一是兜牢民生底
线。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2.50，比上年同期缩小 0.09；
城 镇 新 增就 业、农 村 劳 动力 新增转 移 就 业分 别完成 年 度 目标 的
56.1%、88.8%；脱贫攻坚扎实推进，截至 5 月底扶贫项目开工率达
98%，189 万贫困人口返岗务工。二是新经济加快成长。直播电商、
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显现出强劲生命
力，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三是对外开放
加快步伐。外资形势逐步好转，对外贸易逆势上扬。4 条“丝绸之路”
保持畅通，成功申建郑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上半年郑州机场货邮吞
吐量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首位。
展望下半年，河南省生产回升基础牢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效应明显，预计将于下半年步入常
态化增长，全年 GDP 增速将由负转正，增长 2.7%左右。需重点关注
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疫情小范围反弹风险；二是就业和收入增长仍
将面临较大困难，消费承压；三是外贸环境更加严峻，进出口增长制
约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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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湖北省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湖北全
省人民迎难而上、直面大考。全省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抢时间抢机遇抢要素，坚决打赢疫后重振攻坚战。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由一季度“按住暂停”全面下滑，转向二季度“重启恢复”
强力反弹，经济指标降幅持续收窄，部分指标月度开始转正，经济运
行总体复苏态势持续向好，积极因素不断累积。上半年，湖北省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19.3%，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19.9 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来看，农业稳步恢复，工业加快恢复，服务业缺口仍存，
经济基本盘正在巩固。在有效工作时间减少两个多月的情况下，农业
生产、工业经营、社会消费分别恢复至去年同期近九成、八成和六成，
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 17.2 个、25.0 个和 10.8 个百分点。进入 6 月，
湖北省经济增长修复明显，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较 3
月提高 48.9 个百分点。全省 41 个行业大类中有 22 个实现正增长，
增长面较 3 月扩大 46.4 个百分点。全省 15 个千亿产业中有 11 个产
业实现正增长，成绩斐然。但湖北省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
市场需求回暖较慢，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 17.2%，较一季度收窄 16.1
个百分点，收窄幅度为三大产业最小。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消费逐渐恢复，进出口降幅持续收窄。上
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56.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6.6 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产业成为投资热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下降 51.2%，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30.3 个百分点，高于制造业投资增速 10.7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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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半年，全省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34.1%，降幅较一
季度收窄 10.8 个百分点。其中，基本生活品消费恢复较快。粮油、食
品类限上商品零售额下降 11.3%，日用品类下降 18.3%，中西药品类
下降 6.9%，降幅较一季度分别收窄 8.1 个、13.5 个、7.7 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省完成人民币计价进出口总额下降 1.5%，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 19.4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下降 7.6%，较一季度大幅收窄
30.5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长 8.8%，较一季度下降 2.3 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上半年湖北省能够快速从疫情中心走出来两大因素不
可忽视，一是“稳就业”保民生，6 月底，“四上”企业从业人员期
末人数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0 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
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56.0%、
64.9%、74.4%。全省农村外出从业人员突破千万，63.5%的外出返乡
人员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二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激发重振新
动力。6 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8%，快于全部规上工业
增速 6.8 个百分点。其中，高新产品微型计算机、光纤、锂离子电池
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17.8%、10.8%和 48.5%。
展望下半年，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逐步落地见
效，复苏态势在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更为明朗，全年地
区生产总值或将同比减少 5.0%左右。此外，要格外警惕近期我国南
方洪涝灾害与新冠疫情形成叠加冲击，防汛与防疫要统筹兼顾，不能
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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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湖南省
上半年，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叠加影响，湖
南全省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积极因素逐步积累，全省经济运
行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3%，比
一季度回升 3.2 个百分点。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2%；第二产
业增加值增长 1.6%；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0.9%，三次产业均实现转
负为正。上半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增幅比一季度分别扩大 5.3、4.6 和 1.9
个百分点，第一、第二产业回升优于第三产业。
从生产端来看，农业生产加快恢复，工业生产稳步回升，服务业
运行逐步改善。全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加快生猪恢复生产等重点任
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秩序。上半年，全省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比一季度回升 4.9 个百分点。全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增长 1.9%，比一季度回升 4 个百分点，其中 6 月份增长
5.4%，连续 4 个月保持在 4%以上。工业市场预期总体向好，6 月份，
全省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连续 4 个月在 50%的荣枯线以上
运行。1-5 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7%，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 7.1 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继续回升向好，市场消费持续改善，进出口
超额逆势增长。上半年，全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项目建设，
投资形势延续了 3 月份以来的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4.7%，比一季度回升 8.7 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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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5.2%，高于全部投资增速 0.5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10.2 个
百分点，较一季度回升 9.7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6%，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4.9 个百分点。其中，粮
油食品、中西药品消费实现快速正增，汽车、石油和餐饮消费降幅明
显收窄。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13.4%，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约 16.6 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三。其中，出口增长 5.9%，
进口增长 30.9%。市场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纷纷发力，医疗
防疫物资出口成外贸新增长点。
整体来看，上半年湖南省经济实现企稳回升有三大亮点，一是新
兴经济发展壮大，动能转换加快，为全省经济回升做出较大贡献。上
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5.1%，比一季度加快 12.7 个
百分点。在此带动下，电子信息、医疗器械等新兴行业增长势头较好。
二是新基建加快推进，全省抢抓机遇推动新基建项目落地见效，5G
通信网络建设全面铺开，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
88.7%。三是东盟进出口延续增长，为湖南省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
湖南省对东盟（10 国）贸易额 347.5 亿元，增长 39.6%。
展望下半年，湖南全省将承压而行稳中向前，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或将同比增长 4.0%左右。此外，要注意中美贸易摩擦加剧造成全省
外贸环境恶化和南方洪涝灾害与新冠疫情形成叠加冲击。
（十九）广东省
广东省二季度经济稳步复苏。上半年，广东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尽管截至 6 月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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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641 例，是大陆除湖北省外确诊病例
数最多的省份，其中境外输入 246 例。但二季度以来，广东省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上
半年 GDP 同比下降 2.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4.2 个百分点，二季度
GDP 转为同比增长 1.3%。
供给端来看，农业生产稳步回升，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服务业生
产明显改善。农业生产稳步回升，农产品供应有保障。上半年，广东
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较一季度回升 1.9 个百分点。其中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0.9%，增幅比一季度回升 2.2 个百分点。
粮食生产稳定，早稻种植面积、夏粮产量实现稳定增长，奠定“米袋
子”安全基础。蔬菜产量、禽肉、禽蛋、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增长 4.5%、
13.5%、13.2%、6.1%，确保了“菜篮子”“果盘子”生产供应充足。
工业生产逐步恢复。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6.2%，降幅比一季度
收窄 7.9 个百分点。支柱产业降幅持续收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降幅分别比一季度收窄 10.8 个、7.6 个、17.4 个和 9.7 个百
分点。高技术、能源产品产量增势良好，城市轨道车辆、3D 打印设
备、服务器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950.0%、328.2%、64.2%。服务业生
产明显改善。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转正，同比增长 0.1%，增
幅比一季度提高 1.6 个百分点。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交通运输稳步
回升，上半年累计完成货运量恢复至去年同期 9 成水平。
从需求端看，投资迅速反弹，消费逐步回暖，进出口恢复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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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迅速反弹。上半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1%，增幅比
一季度回升 15.4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2%，比一季度
提高 18.6 个百分点。与防疫物资生产相关的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 50.3%和 25.5%。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今
年以来首次正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2.5%。消费逐步回暖，市场活跃
度逐步提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4.0%，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 5.0 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持续
改善，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 4.5 个和 9.5 个百分点。日常消费类商
品零售较快回升，服装类商品零售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0.5 个百分点，
日用品类增长 7.3%，比一季度回升 12.1 个百分点，粮油食品类增长
18.5%。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改善，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降幅
比一季度收窄 10.6 个百分点。进出口恢复缓慢，但结构优化。作为外
贸依存度最高的省份，疫情对广东省外贸影响较大。上半年进出口总
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7 个百分点，仍同比下降 7.1%。6 月份，进出
口总额增速回到正增长区间，同比增长 0.8%。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出
口占进出口总额的 51.3%，比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贸易结构持
续优化。
整体来看，上半年，广东省经济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发展韧性凸显。同时也要看
到，由于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制约，加上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经济增
速仍低于全国平均，一些指标仍处下降区间，要弥补新冠疫情带来的
损失仍需时日。展望下半年，国际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广东省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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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输入压力仍然较重，经济全面恢复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进一步
统筹做好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大力度落实复工复产
复市复业政策，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
恢复。
（二十）广西壮族自治区
2020 年一季度，尽管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受疫情影响较小的
省份，但疫情还是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一季度全区
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下降 3.3%。二季度以来，随着各项稳增长
政策措施成效逐渐显现，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速推进，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明显减弱，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有序恢复、稳步
向好，较一季度加快 4.1 个百分点至 0.8%，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增长
4.49%。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持续回升，服务业继续向好。2020 年上半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7
个百分点。4 月、5 月、6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0%、6.3%、2.3%，连续 3 个月保持正增长。具体来看，装备制造业
有所好转，上半年增加值同比下降 14.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7.1 个
百分点，为恢复幅度最大的行业板块。其中，汽车行业受政策扶持与
经济补贴的推动，生产持续恢复，上半年增加值同比下降 27.0%，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 26.5 个百分点。上半年服务业占全区经济比重达
56.8%，增长 2.8%，拉动全区 GDP 增长 1.6 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
增长 7.7%，其他服务业增长 7.8%，住宿和餐饮业下降 28.9%，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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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降 7.5%，批发和零售业下降 2.1%。
从需求端看，投资稳步增长，消费持续改善，进出口有所回暖。
上半年，全区稳投资措施有效对冲了疫情的不利影响，投资大幅下滑
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1.1%，比一季度提高 9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保持正增
长。自今年 3 月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 4 个月逐月稳步回
升。二季度投资明显加快，当季投资同比增长 7.2%，比一季度提高
15.1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
成效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平稳，工业投资扭负为正，民间投资
降幅进一步收窄。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8.8%，
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6.4 个百分点。年初消费品市场受疫情冲击明显，
居民外出购物和就餐活动减少，3 月份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
持续巩固和“三月三暖心生活节”有序开展，有效刺激居民消费，促
进市场销售明显好转。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 2180.3 亿元，同比下降
4.1%，降幅较前 5 个月收窄 3.9 个百分点。6 月出口增长 20.6%，进
口增长 12.4%，双双实现正增长。
上半年广西经济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增速实现回升转正，主
要凸显出三项亮点：一是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上半年，互联网销售逆
势增长，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快速成长，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9.4%，比一季度加快 19.6 个百分点。高技
术产业发展提速，全区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值增长 1.8%，比规模以上
工业增速快 6.1 个百分点。网络物流、供应链网络平台、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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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二是基建投资持续发力，“五网”项目
投资贡献突出。今年以来，在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五网”建设三年
大会战的推动下，上半年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5%，比一季
度提升 10.9 个百分点。“五网”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道路运输业投资
同比增长 14.8%，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21.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投资增长 27.7%。全区新基建投资环比增长 34.3%，投资出现
较快增长，新基建在库项目 130 个。三是民营企业外贸回暖迹象明
显，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保持增长。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
1427.1 亿元，下降 2.5%，占广西外贸的 65.5%，其中 6 月进出口 280.6
亿元，增长 22%；“湾企入桂”为广西外贸增添新活力，上半年广西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82.1 亿元，增长 4.1%，6 月增长 20.3%。此外，
国有企业进出口 251.3 亿元，增长 2.1%。
展望下半年，广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六稳”
和“六保”相关政策落地生效，经济有望延续回升态势，全年或同比
增长 2%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境外疫情仍然蔓
延扩散，疫情输入风险仍存；二是上半年业生产、企业效益均处于下
降状态，中小微企业增长乏力，生产经营面临更多困难，保持工业经
济继续恢复向好势头仍存在不确定性；三是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际
需求大幅萎缩，贸易壁垒明显增加，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出口面
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十一）海南省
海南省二季度经济复苏较为乏力。作为我国地理位置最靠南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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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海南省 2 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累计确诊人数在全
国排名靠后，仅有 171 例病例，其中，3 月以来只出现两例确诊病例。
受此影响，海南省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4.5%，降幅小于全国 2.3
个百分点。但二季度 GDP 同比增速仍未转正，为负 0.9%，在全国各
省份中增速较为靠后，经济复苏较为乏力。从上半年来看，全省 GDP
同比下降 2.6%，增速不及全国平均增速，同近年增速相比，经济增长
仍有较大压力。
从供给端看，农业为最大支撑，工业仍显弱势，服务业逐步复苏。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热带特色农业发展较快。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6%，是三次产业中惟一为正增长的，较一季度回升 1.2 个
百分点。其中，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增速快于整体经
济，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热带特色农业发展势头良好。上
半年全省水果产量同比增长 14.3%，其中，莲雾、火龙果、龙眼、芒
果和荔枝等热带特色水果产量分别增长 58.5%、22.4%、19.8%、18.1%、
16.6%，增幅均达到两位数。蔬菜产量同比增长 0.7%，椰子和槟榔产
量分别增长 2.8%和 1.1%。工业生产仍显弱势，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提
升。上半年全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7.1％，降幅虽较一季度收
窄 5.4 个百分点，但仍显弱势，成为拖累海南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
高技术制造业、低碳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19.0%、32.9%，同比分别较一季度提高 1 个百分点和 2.2 个百分点。
服务业逐步复苏，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 2.8%，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1 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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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营利性服务业、非营利性服务业分别同比增长 1.5%、13.9%、5.0%。
新兴服务业快速增长。1-5 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其他
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5.2%，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127.9%。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由降转升，消费逐步回暖，进出口降幅收窄。
上半年海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0%，增速较一季
度回升 4.6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6.2%，降幅比
一季度收窄 15.2 个百分点。免税品、汽车带动消费市场回暖。上半年
全省离岛免税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0.7%，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下降 0.4%，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21.2 个百分点。旅游消费逐
步回升。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收入同比虽分别下降 49.0%、
53.6%，但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 12.9 和 10.3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12.3%，比一季度收窄 6.4 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海南作为自由贸易港，新冠疫情对海南省经济带来较
大不利影响，但经济呈现持续回升企稳态势，支撑经济健康发展的有
利条件在不断积累。展望下半年，随着旅游等消费市场的不断回暖，
加上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红利逐步释放。预计海南省第三季度 GDP
增速将转正，第四季度 GDP 增速将进一步提升，全年有望实现小幅
正增长。
（二十二）重庆市
二季度以来，重庆市在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的同时，着
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全力推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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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积极出台各项措施打通上下游产业链、为企
业纾困解难、刺激消费需求恢复增长，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
指标看，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弱，全市经济运行呈稳步复苏
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增强。上半年全市 GDP 同比增长 0.8%，
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7.3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均实
现正增长。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持续恢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比一季度提高 11.6 个百分点。八大支柱产业中，电子、医药、
材料和消费品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6%、2.1%、1.3%和 0.9%，
其他支柱产业降幅收窄，对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出巨大作用。服务业
逐步恢复。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5%，比一季度提高 3.9 个百分
点。
从需求端看，固定资产投资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2%，
比一季度提高 16.3 个百分点，回升速度略快于全国，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拉动力。消费市场改善回暖，网络零售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降幅由一季度的 18.6%收窄至 7.2%，全市限额以上批发和零
售业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40.7%，较一季度提高 9.2 个百分
点。外贸逆势增长，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全市货物进出口总
额同比增长 3.5%，较一季度提高 17.6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品出口
同比增长 5.2%，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74.2%。
上半年，重庆市经济结构逐步向好，新旧动能转移明显提速。一
是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较快增长。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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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0%和 7.7%，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增
速 7.0 和 6.7 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提高 9.5 和 11.6 个百分点，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8.8%和 27.3%。二是“两新一重”和高技术产
业投资增势良好。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6 倍，
交通投资增长 13.3%，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5.2%，分别较一季度提高
46.1、14.0 和 7.9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6.2%，较一
季度提高 23.5 个百分点。三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线上服务、线
上业态、线上管理“三线”产业发展非常明显，全市涌现出了一批新
的业态，如直播带货、“无人银行”、区块链工程师、互联网营销师、
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
现阶段国内经济运行持续复苏，总体内需水平逐步提高，在促进
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下阶段重庆市经济有望
保持逐步复苏的良好态势。但目前国际形势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经
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等因素也将对经济发展产
生影响。综合考虑，预计全年 GDP 同比增长 3.0%左右。
（二十三）四川省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错综复杂的宏观
经济形势，四川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把“农业
多贡献、工业挑大梁、投资唱主角、消费促升级”作为着力点，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上半年全省经济实现由
降转增，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升，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发展活力持续
增强，为下半年加快恢复奠定了良好基础。上半年全省 GDP 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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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0.6%，高于全国 2.2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3.6 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稳步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8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回升 3.4 个百
分点。分行业看，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24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增长。服
务业恢复较慢。在金融业和网络相关服务行业带动下，第三产业增加
值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5 个百分点至 0.4%。但规上服务业企业中仍有
38.6%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娱乐业仅三成企
业满产，小微企业服务业中仅有 55.8%的企业全面复产。
从需求端看，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回升。随着多批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全省投资从 3 月份以来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 8.0%以上的增长态
势。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0%，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9.3 个百分点。消费品市场降幅收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下降
7.5%，但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5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商品 16 个大类
商品中，有 8 个实现了增长，比一季度增加了 4 个商品。外贸进出口
逆势长。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四川省新动能加快释放势头明显。一是新产业较快增长。
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明显高于规上工业，也
比一季度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比如智能
手表增长 1.4 倍，太阳能电池增长 54.2%，智能手机增长 14.1%。二
是新商业模式加快增长，网上消费增长较快。通过网上实现的商品额
增长速度达 21%，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餐饮收入增长接近 60%，部分现
代新型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
63

民银智库专题报告

总第 148 期

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研究和实验服务等现代新型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 24.8%、13.4%和 32.3%，在整个服务业下降的基本面
上，这些新兴的模式、新兴的服务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下半年，随着政策效应和工作推动的对冲作用继续增强，生猪产
能继续恢复带动农业稳步增长，工业有望恢复常态化增长，服务业发
展逐季向好，投资项目加快推进，消费市场信心逐步恢复，全省经济
有望加快恢复回升。与此同时，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四川省经济
运行中也面临疫情影响下经济内外循环不畅，部分行业、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加大等问题。综合考虑，预计全年 GDP 同比增长 3.5%左右。
（二十四）贵州省
2020 年一季度，由于受疫情影响较小，贵州省成为全国经济增速
下降幅度最小的省份之一。二季度以来，随着一系列对冲疫情影响的
政策措施实施效果逐步显现，贵州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面回升，成
为全国各省份中经济恢复较好的省份之一，增速保持全国前列。上半
年 GDP 增速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加快 3.4 个百分点至 1.5%，折算二
季度当季同比增长 4.56%。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快速回升，服务业加快恢复。2020 年上半
年，全省工业生产在重挫后实现强力回升，向好趋势愈加明显。上半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负转正，较一季度显著加快 3.3 个
百分点至 1.4%，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持平，比全国高 2.7 个百分点，
从 3 月份开始已连续 4 个月实现正增长。煤电烟酒支柱产业稳健运
行，上半年四大行业合计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65.4%，
64

民银智库专题报告

总第 148 期

同比增长 3.3%，增速高于全省 1.9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长 2.0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由负转正，从
一季度下降 0.3%转为增长 1.8%。邮政、电信业快速增长，上半年全
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38.6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2%；互联网等有
关营利性服务业持续增长。1-5 月，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93.5%。但旅游业在疫情影响下持续下降。
上半年全省旅游总人数 1.73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 69.9%；旅游总
收入 1424.01 亿元，下降 75.2%。
从需求端看，投资稳步反弹，消费缓慢恢复，进出口依然低迷。
3 月以来投资降幅逐月收窄，上半年较一季度降幅收窄 5.3 个百分点
至-4.9%，主要受“两新一重”和“六网会战”政策机遇下重大工程项
目开工和加快建设推进带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5.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7.5 个百分点。疫情促进了线上经济加快发
展，1-5 月网络零售额增长 69.3%、上半年增长 66.5%，成为自 2017
年 4 月以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同时，消费升级商品零售保持较快增
长，6 月份，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增长 10.0%、体育娱乐品类零售额增
长 9.4%，显示出消费升级动力较强。全省进出口总额 192.18 亿元，
同比下降 5.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9.9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
158.43 亿元，增长 10.3%；进口总额 33.75 亿元，下降 43.6%。
进入二季度以来，贵州经济保持回升态势，主要指标持续提速增
长或降幅收窄，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在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下，相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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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企业生产经营得到改善。1-5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下降 10.0%，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3 个百分点。二是劳动就业稳步
增加。1-5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 72.62 万人，比
一季度增加 0.85 万人。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上半年城镇、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分别比一季度高 2.4 个和 2.3 个
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为贵州省
经济持续回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进一步恢复和稳定运行奠定了基
础，全省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增强，全年或同比增长 3%左右。但仍
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境外输入和境内反弹的疫情风险；二
是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和领域收入下降幅度仍然较大；三是部分
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仍然较多，疫情冲击
损失弥补尚需时日。
（二十五）云南省
2020 年一季度，疫情对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但
总体较为可控。二季度以来，随着减税降费、改善营商环境、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援企稳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云南省主要
经济指标大幅回升，经济运行呈现回暖向好态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升级。
上半年 GDP 增速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加快 4.8 个百分点至 0.5%，
比全国高 2.1 个百分点，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增长 4.81%。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快速回升，服务业加快恢复。2020 年上半
年，全省工业生产逐步好转，新动能加快成长，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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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工业经济总体呈向好态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0.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2.1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增长 1.1%，
较一季度提高 4.1 个百分点。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比 5 月份加快 8.3 个百分点。烟草、电子行业贡献较大。上半
年烟草制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同比增长 57.2%，两个行业合计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3.1
个百分点，是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上半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 6335.44 亿元，同比增长 0.5%，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3.9 个百分
点，比全国高 2.1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
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营利性服务业、非营利性服务业增速均比
一季度保持了较大幅度增长，分别比一季度高 6.9 个百分点、7.8 个
百分点、10.5 个百分点、2.9 个百分点和 2.6 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稳
步恢复性增长态势。
从需求端看，投资由负转正，消费逐步回暖，进出口降幅扩大。
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5%，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增速
比 1-5 月提高 4.4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15.1 个百分点。其中，二
季度增长 14.9%，比一季度提高 26.5 个百分点。分重点领域看，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3.1%，民间投资增长 8.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5.1%，增速分别较一季度提高 11.8、14.1 和 15.3 个百分点。上半年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8.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5.7
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下降 3.1%，比一季度收窄 11.2 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总体规模已恢复至上年同期的 91.4%。全省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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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9 亿元，同比下降 10.4%，降幅比一季度扩大 4.1 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完成 378.60 亿元，下降 12.7%；进口完成 562.69 亿元，下
降 8.8%。
进入二季度以来，云南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成效不断显
现，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向好趋势进一步增强，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支撑作用进
一步增强。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4.1%，增速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 25.0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58.6%，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 9.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6.2%，较上年同期提高 1.0 个百分点，对工业经济
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民间投资显著回暖。上半年民
间投资增长 8.0%，增速较 1-5 月回升 2.7 个百分点，拉动全省投资增
长 2.0 个百分点。三是疫情期间积累的消费需求短期释放，推动部分
商品快速回升。“健康码”申领推动智能手机销量快速上涨，通讯器
材类商品上半年同比增长 20.9%；以化妆品为代表的消费升级类商品
快速回暖，上半年同比增长 4.8%；消费品市场占比较大的汽车和石
油类商品稳步复苏，降幅分别较一季度收窄 13.8 和 6.1 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成果不断巩固，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
政策措施成效不断显现，积极因素累积增多，云南省经济发展有望延
续复苏态势，全年或同比增长 1.3%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
险点：一是境外疫情蔓延和世界经济衰退使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在
增加，制约出口改善；二是消费负增长局面仍未根本扭转，当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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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零星散发，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居民消费信心的恢复，以住宿和
餐饮业为代表的出行体验式消费复市难的问题仍然突出，推动消费市
场全面回归常态化增长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三是疫情影响下云南接待
国内外游客数量和各项旅游收入均出现大幅下滑，文旅行业仍面临较
大的生存压力。
（二十六）西藏自治区
2020 年上半年，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冠疫
情影响，但一季度仍以 1%的 GDP 增速成为全国唯一经济正增长地
区；第二季度，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和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西藏经
济呈明显复苏态势，市场主体活力逐步恢复，GDP 增速达 8.8%。上
半年全区生产总值 838.38 亿元，同比增长 5.1%，居全国第一。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有序推进，服务业缓慢复苏，数字经济迅
速发展。2020 年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1%，降
幅较一季度收窄 0.8 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数量稳定下降，新产业新能
源发展步伐加快。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4%，邮政快递业
务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业稳定恢复，公路货运量与货运量周转量均呈
回升态势；旅游业逐步复苏，上半年全区旅游总收入降幅较一季度收
窄 28.7 个百分点至 49.5%。疫情导致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全区数字经
济规模初步统计达 171.3 亿元，同比增长约 22.3%。
从需求端看，投资增速较快，消费逐步回暖，国际贸易持续低迷。
2020 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8.5%，居全国第二，其
中房地产投资增长 56.1%，民间投资增长 63.7%。消费稳步回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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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 306.55 亿元，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7.2 个百分点至
12.6%。进出口持续低迷，1-5 月份西藏自治区进出口总额 7.2 亿元，
降幅较一季度扩大 24.9 个百分点至 44.3%。
民生保障工作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20 年上半
年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8545 元，同比增长 9.7%，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20151 元，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25
元，增长 10.4%，增速均居全国第一位。稳就业工作成效显著，城镇
新增就业 2.3 万人，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 46.1 万人，同比增长 38.9%。
总体来看，西藏自治区上半年经济发展呈现三个特点：投资拉动
效应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房地产投资和民间投资均呈现高
速增长；居民收入快速提高，2020 年上半年农村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均以高于全国的增速实现快速增长，物价指数平稳，为消费的进一
步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
业、公共设施管理业、邮政业营业收入均实现高速增长，电信业务总
量同比增长 66.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37.4 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统筹推进，西
藏自治区服务业将企稳回升，旅游业进一步恢复，消费端仍存在较大
修复空间，发展韧性和活力有望进一步展现，经济增速继续领跑全国。
同时，在经济恢复过程中需制定好疫情防控措施，严防疫情跨省输入。
（二十七）陕西省
2020 年一季度，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陕西省经济下滑 5.6 个
百分点。二季度以来，全省坚持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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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作，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
陕西省经济运行延续复苏态势，生产端与需求端持续好转，凸显出三
大亮点，上半年 GDP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5.3 个百分点至 0.3%，折算
二季度当季同比上升 4.5%。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服务业逐渐转好。上半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较一季度回升 4 个百分点至 1.0%。随着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等回升显著，分别增长 37.1%、15.5%。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效益仍较低下，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大幅下降，每百元营业收入中
的成本小幅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0.5%。1-5 月期间，全省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1.9%，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5.2%、8.1%和 3.9%，其余行业降幅也明显收窄。
从需求端看，投资持续回升，消费延续恢复势头，进出口快速增
长。自一季度以来，投资增速转正，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较一季度回升 16.6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0.1%。从三次产业看，主要
受工业投资推进带动（增长 6.1%），其中高技术领域投资增长强势
（增长 37.9%）。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7.6 个百
分点，同比增长 7.5%。市场总消费额逐步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9.6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5.8%。从消费形态看，
餐饮收入出现大幅下滑（31.0%），商品零售明显下降（14.0%）。此
外，通过公共网络等方式实现的新兴消费占比提升。进出口总额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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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5%，较一季度加快 3.1 个百分点，由进口增速扩大及出口降幅
缩窄所致。
陕西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运行凸显出三大亮点：一是
高技术制造业积蓄发展动能，1-5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8%，超全部制造业投资 59.1 个百分点，尤其占比近七成的电子及通
信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一倍多，为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动力。
二是新商业激发经济活力，5 月份，全省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
售同比增长 33.4%，增速较上月提高 11.6 个百分点，占全省限额以上
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较 2019 年扩大 4 个百分点至 14.1%，表明新商
业模式发展迅速，加速经济活力释放。三是社会领域投资保障民生需
求，1-5 月份，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31.2%，高于全省投资平均水
平 33.7 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文体娱乐业、医疗卫生领域投资显著扩
大，分别同比增长 68.2%、10.5%和 7.1%。
展望下半年，陕西省将继续逐步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
发展韧性和活力，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年或同比
增长 1.5%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全球疫情蔓延
扩散所带来的外部风险；二是国内经济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三是服
务业的复苏仍较缓慢。
（二十八）甘肃省
甘肃省二季度经济显著复苏。尽管 3 月份开始受到伊朗等境外输
入型疫情的较大压力，但整体上看，甘肃省受新冠肺炎疫情相对较小，
为复工复产带来有利条件，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显现。上半年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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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GDP 同比增长 1.5%，同比增速在全国各省中仅小于西藏、新疆，
与贵州省并列第三。分季度来看，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3.4%，降
幅小于全国 3.4 个百分点，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9%，经济显著
复苏。
从生产端看，农业平稳复苏，工业反弹强劲。农业平稳复苏，生
产形势良好。上半年，甘肃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一季度提高 3.8 个百分
点，同比增长达到 5.8%，已达到甚至超过疫情前同比增速，进一步平
稳复苏。具体来看，全省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3.5 个百分点。蔬菜、冬油菜籽、水果产量
分别同比增长 3.9%、2.0%、7.7%。全省肉类总产量同比增长 7.8%。
其中，猪、牛、羊出栏分别同比增长 0.3%、5.5%、6.0%。工业生产
反弹强劲，新兴产业持续发力。第二产业增加值由第一季度下降 7.1%
转为增长 1.8%，反弹强劲。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一季度的同比下
降 4.4%转为同比增长 4.6%。其中，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9.1%，连续 3 个月较快增长。同时，新兴产业持续发力。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装备制造
业分别增长 5.0%、14.0%、11.8%，且均较一季度显著反弹。
从需求端来看，投资稳步增长，消费持续回暖，进出口跌幅扩大。
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投资稳步增长。上半年，甘肃省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0%，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13.1 个百分点。分领
域看，基础设施投资仍同比下降 0.2%，但降幅收窄 20.1 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13.0%、9.9%，分别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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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增加 9.7、10.7 个百分点。消费持续回暖，线上销售快速增长。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7.9%，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 5.1 个百分点。全省限额以上单位 23 类商品中，17 类商品零售额
增速比一季度提高或降幅收窄。商品零售、餐饮收入分别下降 6.4%
和 19.7%，降幅比一季度分别收窄 4.9、6.6 个百分点。全省限额以上
批零住餐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 26.6%，增速比一季
度加快 16.7 个百分点。进出口跌幅扩大，出口跌幅全国领先。由于疫
情全球蔓延，外需持续低迷，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9.6%，
降幅比一季度扩大 7.0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降 41.1%，在 12 个负
增长的省份中，跌幅排在倒数第一，意外成为受影响最大的省份，但
进口增长 8.2%。其中，6 月份，全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3.5%。
整体来看，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疫情对甘肃省经济影响相对较小，
一季度经济受损较小，二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好，显著复苏，反
映出甘肃省经济运行较强的韧性和稳定性。展望下半年，预计甘肃省
将进一步统筹做好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济增速有望
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二十九）青海省
二季度以来，青海省着力推动工作重心从复工复产向达产达效转
变，从短期应急向长期持续转变，从谋重点向促全局转变，集中力量
抓“六保”促“六稳”，经济运行不断改善，实现了经济由降转增，
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升。上半年，全省 GDP 同比增长 1.0%，高于全
国 2.6 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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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由降转增，制造业降幅持续收窄。随着疫
情防控常态化及一系列复工复产、减税降费政策措施成效的显现，工
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由一季度下降
0.3%转为增长 1.3%。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由 1-2 月同比下降 15.8%逐
步收窄为上半年的下降 5.6%。服务业逐步复苏，主要行业生产经营
改善。二季度，青海省餐饮、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服务行业复业复
市，服务业呈现人气回升、景气上扬的态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景
气指数为 94.3，比一季度提高 18.4 点。
从需求端看，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开复工率不断提高。青海
省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开复工，固定资产投资自 3 月以来均保持正增
长。上半年青海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2.9%，增速比 1-2 月、
一季度分别提高 4.9 和 0.3 个百分点。消费品市场逐步回暖，消费潜
力进一步释放。在惠民暖企、促消费政策措施的带动下，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二季度同比下降 2.5%，比一季度降幅收窄 20.5 个百分点。
外贸增长势头明显放缓。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65.7%，降幅较
一季度扩大 2.6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 59.8 个百分点，为全国降
幅最大的省份。
上半年，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凸显三大亮点：一是种植业生产平稳，
畜牧业总体向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增长 4.8%，经济作物种
植面积增长 0.8%，猪牛羊禽肉产量增长 7.6%。二是民生领域投入加
大，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全省惠民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7.1%，增速
比一季度提高 12.9 个百分点，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4.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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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59.4%，比重同比提高 7.3 个百分点。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4.9%，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2.9 个百分点。三是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稳步推进。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发电量中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6.4%，其中水电、风电分
别增长 6.4%和 40.6%，清洁能源发电量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
84.0%，比重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清洁能源供电能力提升。湟水
出省境断面Ⅳ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3%。
下半年，青海省经济有望继续回暖，预计全年 GDP 同比增长 3.0%
左右。投资方面，开展重点项目提速攻坚行动，开工建设西成铁路、
西宁机场三期、共和机场等重大工程，开展西昌铁路、格成铁路、西
宁至青海湖城湖轨道交通等前期工作；消费方面，全面启动消费促进
活动，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培育新热点，引导新消费，推动再升级，
形成新增量；外贸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切实解决外贸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三十）宁夏回族自治区
2020 年一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下，宁夏回族自
治区经济下滑 2.8 个百分点。二季度以来，全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持续推动高质量发
展，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全面恢复、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上半年 GDP 增幅较一季度回升 4.1 个百分点
至 1.3%，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上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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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服务业稳步回升。上半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回升至 3.4%。随着复工复产加快推进，重工业
显著回升，同比增长 4.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2.3 个百分点。值得注
意的是，1-5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降幅较大，同
比下降 35.3%。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9%，主要受房地产业、金
融业等带动，增速较一季度回升 3.0 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 2.4 个百分点。
从需求端看，投资有所回升，消费有望恢复，进出口大幅下滑。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较一季度回升 10.9 个百分点，同比下滑 0.8%。
从三次产业看，主要受工业投资推进带动（增长 2.7%），其中电力领
域投资增长强势。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 14.5%。市场总消费
额加快回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 6.7 个百分点，
同比下降 9.8%。从消费类别看，民生类商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限额
以上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分别增长 18.2%、13.9%。此外，重点商
品零售额降幅明显收窄，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较一季度回升 20.7 个、14.8 和 14.8 个百分点。上半年进出口总额
同比下滑 47.6%，进口和出口降幅分别高达 55.9%、43.4%。
宁夏回族自治区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运行凸显出三大亮
点：一是非公有工业激发增长动能，上半年非公有工业增加值增长
7.0%，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7.5 个百分点。从行业类别看，机械、其他
行业、有色、电力分别增长 29.4%、13.2%、5.4%和 5.2%，表面工业
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二是转型升级持续深入推进，上半年，全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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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62.8%；
高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4.4%提高至
5.3%。三是新兴产业带动经济成长，上半年数字经济持续升温，全区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同比增长 51.2%，快递业务收入增长 17.3%。同时，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14.1%，移动互联网流量
增长 31.7%。此外，全区变压器、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产品产量
分别增长 33.2%、26.7%和 10.9%。
展望下半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将继续保就业保民生，坚持新发展
理念，确保经济发展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全年或同比
增长 1.5%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全球疫情蔓延
导致外贸回升压力凸显；二是消费回补潜力仍然有待释放。
（三十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下
滑 0.2 个百分点。二季度以来，全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随着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发力，经济发展质
效稳步提升，上半年 GDP 增幅较一季度回升 3.5 个百分点至 3.3%，
折算二季度当季同比上升 6.5%。
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服务业由负转正。上半年，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6.0%，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 2.2 个百分点。其中，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
和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5.1%、2.7%。值得注意
的是，
1-4 月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
但轻工业增加值下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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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1%，实现由负转正。
从需求端看，投资明显回升，消费降幅收窄，进出口持续低迷。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8.6%，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 21.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带动明显（增速超一倍），基础设
施投资加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超过八成。市场
总消费额降幅收窄，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比一季度降幅收窄
17.8 个百分点，同比下滑 19.2%。其中，1-4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 30.2%，降幅较 1-3 月收窄 6.8 个百分点，4 月当月增速由
负转正；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改善主要得益于基本生活类、消费
升级类及居住类商品销售回暖。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滑 11.5%，
出口降幅高达 26.0%，进口增长 26.1%。
尽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疫情所有反弹，但在自治区政府全面防控
工作部署下，经济运行秩序加快恢复，主要凸显两大亮点：一是线上
消费激发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区限额以上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
实现餐费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4.6%，增速比 1-5 月提高 3.2 个百分
点。1-5 月，全区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比上年同期增长 26.1%，表明
线上消费新模式增速持续提高。二是基础设施投资深入推进，随着公
路项目、农网升级改造及 5G 建设点等项目全面开工，1-4 月，全区
基础设施行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42.9%，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6.9%。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及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投资分别增长 63.3%、59.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投资增长 24.1%，扭转自了 2018 年以来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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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继续围绕高质量发展、脱贫攻
坚等工作重点，全力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年或同比增长 1.0%
左右。但仍需要关注以下可能风险点：一是疫情风险有所增加；二是
外部下行压力加大；三是经济技术基础偏薄弱。

三、政策建议
（一）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有效落实纾困惠企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近半数省份今年上半年
经济呈负增长。在全球疫情还未得到全面有效遏制的大背景下，尽管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态势渐好（大部分省份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但仍不排除出现散发或局部聚集性疫情，扰乱正常经济运行节奏的可
能。与此同时，国外疫情蔓延势头持续，外防输入压力较大，世界经
济低迷，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美双边关系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外部形势及多重挑战。
各省在正确认识疫情输入及反弹风险、抓好常态化防控的同时，
要有效落实纾困惠企政策，转变发展方式为“带疫发展”。积极推动
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等各项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广大市场主体，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等，避免政策和资金“空转”，
确保各类市场主体能够恢复生机以及实现更大发展。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化解突出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力，扩大就业支持力度
为缓冲疫情冲击及世界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前所未有影响，我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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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通过“多
箭齐发”规模性政策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稳住经济基
本盘。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展现出逐步回稳态势，但国内外形势依
然复杂、不确定性颇多，尤其国内就业压力突出。为抢抓后疫情时期
发展机遇，要继续增强宏观政策实施时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
财政政策方面，既要持续采取减税降费、社保缴费免征或缓征等
政策，保持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结构性倾斜；又要确保通过特殊
转移支付机制，使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直达市县基
层，让改革惠企利民。货币政策方面，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
一步推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又要通过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
融，有效增加信贷投放总量且注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就业政策
方面，既要针对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多措并举拓宽
就业渠道；又要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税费及金融支持，加
大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补贴力度。总体而言，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持续发力背景下，持续打出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组合拳。
（三）充分发挥内需潜力，打造未来发展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大量经济活动骤停，社会疏离措施引起国
内投资、消费大幅下滑。为缓减疫情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的巨大压力，
除积极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复工复市外，还应充分发挥拉动经济发展
“三驾马车”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内需潜力仍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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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释放，投资及消费具有巨大空间。一方面，要加快弥补民生短板，
重点投向医疗、教育、交通水利等社会保障领域。另一方面，要聚焦
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业领域，在 5G、人工智能、大数
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方面切实发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同时，
还要发挥好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刺激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此
外，注重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挖掘国内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不断壮大新兴消费。总体而言，通过发挥投资乘数效应及激
发新消费需求，加速经济复苏、助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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