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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

海 安 市 围 绕 打 造

“ 千 亿 元 级 锦 纶 产

业基地”目标，实施

锦 纶 产 业 规 模 化 、

集群式发展，目前，

各大纺织化纤企业

正开足马力赶制订

单 ，满 足 国 内 外 市

场需求。图为工人

们正在生产线上赶

制出口纺织面料。

中新社供图

江苏海安江苏海安：：
化纤企业赶制出口订单化纤企业赶制出口订单

■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主任 李锁强

前三季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学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得

到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我国服务业

经济稳定恢复，发展动能活跃，人民

群众幸福感持续增强，市场信心不

断提振。

动力不减，服务业恢复稳
中向好

服务业持续发挥“主引擎”作

用。初步核算，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 450761亿元，同比增长 9.5%，两年

平均增长 4.9%（两年平均增速是指

以 2019 年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

平均方法计算的增速）。服务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54.8%，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4.2%，拉动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5.3个百分点。三季

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两

年平均增长 4.9%。

企业生产经营稳定向好。9 月

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2%，两年平均增长 5.3%，分别较

8 月份加快 0.4 个和 0.9 个百分点。

1-8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25.6%，两年平均增长

10.7%，快于 2019 年同期增速 1.2 个

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 35.7%，10个行业门类均

实现盈利。

服务业投资保持恢复态势。前

三季度，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5.0%，两年平均增长 3.4%。

1- 8 月 份 ，服 务 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5993.3亿元，同比增长 25.8%，占全国

实际使用外资的近八成。

服务贸易增势良好。1-8月份，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32716.6亿

元，同比增长 9.4%；服务出口 1549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3% ，服 务 进 口

17216.6亿元，同比下降 1.8%；贸易逆

差同比下降 66.7%，大幅减少 5156.2
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

升。1-8 月份，进出口总额 14754.2
亿元，同比增长 12.0%，占服务进出

口总额的比重为 45.1%，较上年同期

提升 1.0个百分点。

活力涌动，新动能发展势
头良好

服务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

增强。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 19.3%和 4.5%，两年

平均分别增长 17.6%和 5.7%，合计

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2.0 个百分

点。9 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

分别增长 15.9%和 4.8%，两年平均

分别增长 16.0%和 6.6%，合计拉动

当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2.3 个百

分点，对当月服务业生产指数贡献

率达 44.2%。

服务业转型升级趋势明显。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渗透，

直播电商、短视频电商、社区团购等

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促进市场

销售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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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15.2%，两年平均增长 15.3%，

占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 23.6%。线上线下消费融合提速，

快递“进村”“进厂”“出海”加速推

进，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前三季度，

快递业务量较上年同期的增量超

200 亿件，远高于上年同期的 122.3
亿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向更多服

务业场景延伸，产业融合不断深化，

带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1-8 月

份，规模以上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0.0%，增速快于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24.4
个百分点。工信部数据显示，工业

软件快速普及，1-8 月份，工业软件

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17.0%，占软件产

品收入比重达 9.4%，较上年同期提

高 0.5个百分点。

重点服务业领域蓬勃发展。前

三季度，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势较好，同比增长 6.6%，高出全部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1.6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 7.7%。1-8月份，高技

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5.2%；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

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

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2.0%、22.6%
和 23.2%，两年平均分别增长 15.4%、

15.0%和 14.3%，分别快于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两年平均增速

4.7个、4.3个和 3.6个百分点。

实力壮大，幸福产业服务
美好生活

幸福产业增势良好。作为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旅

游、文体娱、健康等幸福产业发展壮

大，并与新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步入

发展快车道。随着国内疫情形势总

体稳定和疫苗大规模接种，高频次城

市周边休闲游、自然文化深度体验游

等需求持续释放。1-8月份，规模以

上休闲观光活动企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35.4%，增速快于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营业收入 9.8个百分点；部分

暑期旅行需求在中秋假期释放，按可

比口径中秋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人次和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年

同期的 87.2%和 78.6%。传统文化与

5G、AR 等新技术融合推新，新型文

化产品不断涌现；全民健身运动热情

高涨，相关健身产品和服务需求明显

增强。1-8 月份，规模以上文化、体

育 和 娱 乐 业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8.4%，增速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营业收入 12.8 个百分点。去年疫

情以来，线上问诊、线上药店等一系

列“无接触”互联网医疗服务呈高速

增长态势，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受到

消费者追捧。

潜力释放，服务业发展持
续看好

服务业景气回升明显。9月份，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服务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2.4%，较 8 月份上升

7.2 个百分点，重返景气区间。从行

业情况看，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6
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

间，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

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大幅回升至临

界点以上，业务总量恢复性增长态

势明显。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

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8.9%，较 8 月份

上升 1.6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前景

保持乐观。

假日消费折射消费潜力。“十一”

黄金周期间，旅游度假、线上线下消

费、免税区购物等热度不减，反映了

服务业消费的潜力。红色旅游、亲子

游、研学游需求集中释放，全国国内

旅游出游达 5.15 亿人次。网联平台

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

7.6万亿元、140.69亿笔，日均金额和

日均笔数同比涨幅均超 20%；全国邮

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同比增长

28.31% ，较 2019 年 同 期 涨 幅 超

100%。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火爆，海

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金额 14.7 亿

元、购物人数 1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

长 66.9%和 61.6%。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

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下一步，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

推动服务业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

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

中向好。

服务业持续稳定恢复 新动能彰显发展活力

2021 年 9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总体呈略降态势，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持平或下降

据测算，9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3%转为持平。其中，北京

环比由上月上涨 0.2%转为持平；广州下降 0.1%，

与上月相同；上海和深圳均上涨 0.2%，涨幅比上

月分别回落 0.2 和 0.8 个百分点。一线城市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2%转为下降

0.4%。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环比分别由上月

上 涨 0.4%、0.2%和 0.5%转 为 下 降 0.2%、0.6%和

0.4%；深圳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

月上涨 0.2%转为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

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1%。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2%；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据测算，9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5.3%和 7.7%，涨幅

比上月分别回落 0.4 和 1.4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 4.1%和 3.0%，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3 和 0.2 个

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3%和 1.4%，涨幅比上月均

回落 0.5个百分点。

注释：

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一二三线城市

划分：一线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个城

市；二线城市指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

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

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南

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

宁、银川、乌鲁木齐等31个城市；三线城市指唐山、

秦皇岛、包头、丹东、锦州、吉林、牡丹江、无锡、徐

州、扬州、温州、金华、蚌埠、安庆、泉州、九江、赣

州、烟台、济宁、洛阳、平顶山、宜昌、襄阳、岳阳、常

德、韶关、湛江、惠州、桂林、北海、三亚、泸州、南

充、遵义、大理等35个城市。

9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有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解读 9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司长 王有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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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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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影响，

PPI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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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月看，CPI 同

比总体呈先升高后回落走势。前两

个月，受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

CPI 同比下降；随着高基数效应逐

渐减弱，3 月份同比转为上涨 0.4%，

之后继续回升，5 月份上涨 1.3%；6
月份起，在猪肉价格下降等因素带

动下，涨幅逐步回落，9 月份同比上

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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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个百分点，主要是猪肉价格下降

带动。随着生猪产能持续扩大，猪肉

价格同比从去年 10月份开始连续下

降，今年前三季度猪肉价格平均下降

28.0%，降幅比上半年扩大 8.7个百分

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66 个百分点；

在猪肉价格下降带动下，鸡肉和鸭肉

价格也有所下降，前三季度分别下降

6.5%和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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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果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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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品中，工业

消费品价格上涨 1.5%，涨幅比上半

年扩大 0.6个百分点，主要是能源价

格上涨带动。前三季度，汽油、柴油

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13.4%、

14.6%和 7.4%，涨幅比上半年均有扩

大，合计影响CPI上涨约 0.40个百分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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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消费持续恢复，服务

价格逐步回升，前三季度平均上涨

0.7%，涨幅比上半年扩大 0.4 个百分

点。其中，出行类价格回升较快，飞

机 票 和 宾 馆 住 宿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10.6%和 2.0%，涨幅比上半年均有扩

大；家庭服务、教育服务和养老服务

价格涨幅相对稳定，前三季度分别上

涨 2.5%、2.0%和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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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比上半年

扩大 0.3个百分点。

生产领域价格持续上涨

PPI 月度同比涨幅不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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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月扩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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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因素导致煤炭、钢铁、化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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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多。前三

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8.9%，涨幅

比上半年扩大 2.1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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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之间，较上

半年均有所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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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

上涨 31.0%，涨幅比上半年分别扩大

8.9 和 13.5 个百分点。此外，黑色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价 格 上 涨

27.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上涨 21.8%。

生活资料价格总体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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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制造业价格下降 0.5%，纺织服

装服饰业价格下降 0.4%，家具制造

业价格下降 0.2%。

保供稳价效果有所显现。各部门

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

措并举推进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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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平均上涨 34.0%，涨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炼钢、钢压延加工价格

涨幅分别回落 2.0个和 1.3个百分点。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平均

上涨23.3%，涨幅回落5.1个百分点，其

中铜冶炼、铅锌冶炼价格涨幅分别回

落18.0个和7.0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消费价格总体稳定
生产价格持续上涨

经济蓝讯

本报讯 从商务部了解到，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四梁八

柱”已经搭建，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

五大培育城市已制定出台一系列政

策举措并加紧落实。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商务部

近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说，根

据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的方案，

我国将用 5至 10年时间，培育建设若

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美誉度

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前从实施

方案和培育进展来看，上海、北京、广

州、天津、重庆五大培育城市定位准

确、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措施有力。

据介绍，五城市均已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政策举措，正在举

全市之力，加紧贯彻落实。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说，上海突出

高端资源集聚、市场创新活跃等优势，

着力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地、全球消费

目的地，全面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

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

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说，北京突

出首都功能，以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消费地标、做好“首都文化+”

文章等为重点，提出全面实施消费新

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培育等“十

大专项行动”。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说，广州提出

深入实施“尚品”“提质”“强能”“通

达”“美誉”五大工程，打造“广聚天下

客、广卖天下货、广货卖天下”的国际

消费高地。

天津市副市长王旭说，天津深入

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

构建“一个中心、多点支撑”的商圈格

局，做好河、海、港、洋楼和小镇五篇文

章，打造面向东北亚、辐射俄罗斯和中

东欧的特色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重庆市副市长蔡允革说，重庆提

出建设国际购物、美食、会展、旅游、

文化“五大名城”，开展渝货精品培

育、特色服务品牌塑造等“十大工

程”，打造富有巴渝特色、辐射西部地

区、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特色型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加快

消费提质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具有重要意义。今年 7月，经国务院

批准，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

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建设。

我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