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亿元) — -8.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29.12 -5.2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49.7

   #房地产开发投资 — -4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65.33 -17.4

   #限额以上零售额 124.29 -20.8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9.27 -9.3

接待旅游者人数(万人次) 1249.59 -64.0

旅游总收入(亿元) 173.93 -62.7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5.6 5.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20.27 1.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22.36 14.2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亿元) 15399.78 9.1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亿元) 18286.35 9.6

注:  带★号为季度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 -8.9

按经济类行分

   #国有控股 -16.9

    集体经济 -48.9

    股份合作经济 -54.9

    股份制经济  -8.0

按重点行业分

   #烟草制品业 2.7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4.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7

    医药制造业  -20.0

    冶金工业 -8.3

    装备制造业 -31.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3.9

注: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2月 1-2月

同比增长

(%)

磷矿石(万吨) 117.29 206.23 -16.5

自来水生产量(万立方米) 1801.67 4800.69 -19.2

卷烟(亿支) 35.79 191.83 3.3

化肥(万吨) 4.10 8.98 -39.6

水泥(万吨) 23.21 139.10 -39.7

钢材(万吨) 22.23 61.72 -29.6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7.53 13.87 -3.3

数控机床(台) 53 560 -12.5

电力电缆(千米) 2570.70 17084.05 -58.2

光学仪器(台) 275295 701685 -24.7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利税总额(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企业亏损面(%)

亏损企业亏损额(亿元)



各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2月

同比增长(%)

五华区 8.9

盘龙区 -21.7

官渡区 -15.5

西山区 -14.9

东川区 -15.7

呈贡区 -18.6

晋宁区 -26.1

富民县 -37.3

宜良县 -34.6

石林县 -23.1

嵩明县 -18.2

禄劝县 7.4

寻甸县 -14.2

安宁市 -16.9



能源消费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

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167.93 -6.0

按门类分

    采矿业 4.65 -10.0

    制造业 133.82 -8.4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9.46 8.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

上升或下降(±%)
3.2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电量

(亿千瓦时)
29.12 -5.2

按门类分

    采矿业 1.10 -11.3

    制造业 22.39 -10.0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63 22.0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49.7

按三次产业分

    第一产业 — 47.8

    第二产业 — -31.4

    第三产业 — -51.7

按行业分

    工业 — -31.4

    房地产开发 — -43.7



各县(市)区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

1-2月

同比增长(%)

五华区 -64.1

盘龙区 -43.6

官渡区 -59.0

西山区 -61.3

东川区 45.5

呈贡区 -47.0

晋宁区 -50.6

富民县 -81.4

宜良县 -79.4

石林县 -48.5

嵩明县 -9.9

禄劝县 -39.1

寻甸县 -39.6

安宁市 0.9



国内贸易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65.33 -17.4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342.80 -17.3

    乡村 22.53 -18.5

  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56.02 -30.3

    商品零售 309.31 -14.6



限额以上零售额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限额以上零售额(亿元) 124.29 -20.8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123.19 -20.6
    乡村 1.10 -35.6
  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4.49 -42.8
    商品零售 119.81 -19.6
       #粮油、食品类 14.01 11.9
        饮料类 1.62 19.2
        烟酒类 2.75 -3.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6.81 -21.8
        化妆品类 2.51 -13.4
        金银珠宝类 0.44 -11.7
        日用品类 4.27 -17.8
        五金、电料类 0.08 -44.5
        体育、娱乐用品类 0.26 -16.9
        书报杂志类 0.67 -35.5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0.02 -11.7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05 -27.1
        中西药品类 22.84 9.8
        文化办公用品类 0.51 -29.8
        家具类 0.35 -15.4
        通讯器材类 2.87 12.1
        石油及制品类 22.58 -33.5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0.19 -65.5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0.14 81.3
        汽车类 32.62 -33.1
        其他类 1.21 -17.8



各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2月

同比增长

(%)

五华区 69.26 -12.5

盘龙区 61.29 -17.5

官渡区 93.64 -20.2

西山区 37.57 -29.7

东川区 5.69 -16.2

呈贡区 29.94 -0.1

晋宁区 6.24 -18.5

富民县 3.15 -17.7

宜良县 10.00 -18.8

石林县 5.10 -17.3

嵩明县 9.29 -15.6

禄劝县 4.85 -16.4

寻甸县 11.06 -15.7

安宁市 18.25 -15.2



外贸、旅游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一、外贸

(一)进出口贸易总额

   (海关统计、万美元)
192690 -9.3

      #出口 23452 -59.4

       进口 169238 9.4

(二)市属兴办外商投资企业

 1.批准户数(户) 6 -40.0

 2.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2932 36.1

二、旅游

(一)国际旅游

  1.旅游人数(万人次) 5.57 -56.9

  2.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3343.30 -56.6

(二)国内旅游

  1.旅游人数(万人次) 1244.01 -64.0

  2.旅游收入(亿元) 171.62 -62.8

(三)旅游业总收入(亿元) 173.93 -62.7

注：1.实际利用外资按商务部口径统计,数据取自市商务局；

    2.进出口数据取自海关，旅游数据取自市文化和旅游局。



财政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20.27 1.0

   税收收入小计 96.01 -6.9

      #国内增值税收入              46.09 -13.7

       企业所得税收入         10.26 30.7

       城市维护建设税 9.03 -11.9

   非税收入小计 24.26 51.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22.36 14.2

   一般公共服务 11.58 7.2

   教育 16.25 -8.6

   社会保障和就业 21.16 9.6

注：财政数据取自财政局。



各县(市)区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2月

同比增长

(%)

五华区 7.26 -4.7

盘龙区 6.94 -15.4

官渡区 9.64 -1.8

西山区 6.63 -5.1

东川区 0.64 -45.5

呈贡区 4.06 -10.2

晋宁区 2.88 26.6

富民县 1.50 35.9

宜良县 1.25 1.3

石林县 0.74 -18.5

嵩明县 1.59 -12.5

禄劝县 0.47 -23.8

寻甸县 1.13 11.3

安宁市 9.96 4.5

注: 财政数据取自财政局。



金融

指标名称 2月末

比上月

±%

比年初

±%

金融机构(含外资)人民币

存款余额(亿元)
15399.78 -0.04 3.3

  #境内存款 15379.26 -0.04 3.3

      住户存款 5507.48 -0.3 2.8

      非金融企业存款 4920.71 -0.8 -3.0

      机关团体存款 3333.64 0.6 -0.8

      财政性存款 1036.95 -1.1 72.8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580.48 7.4 15.8

    境外存款 20.52 3.5 4.1

金融机构(含外资)人民币

贷款余额(亿元)
18286.35 0.9 2.4

  #境内贷款 18233.80 0.9 2.4

      住户贷款 4271.98 0.7 2.8

      企(事)业单位贷款 13961.81 0.9 2.3

    境外贷款 52.56 -0.2 -0.3

注：金融数据取自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指标名称 2月 1-2月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5.8 105.6

食品烟酒 118.2 116.6

     #粮食 98.9 98.8

      畜肉 186.7 175.2

      禽肉 118.5 117.6

      蛋类 101.7 102.7

      鲜菜 124.9 126.3

衣着 100.4 100.4

居住 99.5 99.5

    #水电燃料 99.7 99.7

生活用品及服务 99.0 99.0

交通和通信 98.9 100.1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6.3 106.8

    #教育用品 98.7 98.7

     教育服务 100.6 100.6

医疗保健 100.5 100.5

    #中药 100.0 100.0

     西药 102.1 101.9

     医疗服务 100.0 100.0

其他用品和服务 104.0 104.0

注: 指数数据取自昆明调查队，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指标名称 2月 1-2月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105.4 105.1

食品 123.6 121.7

  #粮食 99.3 99.1

   畜肉 193.0 180.7

   禽肉 118.4 117.6

   蛋类 101.7 102.7

   鲜菜 124.9 126.3

   在外餐饮 101.5 101.6

饮料、烟酒 98.6 98.6

服装、鞋帽 99.3 99.3

纺织品 95.1 95.1

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 98.3 98.3

文化办公用品 101.2 100.9

日用品 98.0 98.0

体育娱乐用品 100.0 100.0

交通、通信用品 98.6 98.6

家具 100.0 100.0

化妆品 101.5 101.5

金银饰品 112.5 112.5

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 101.2 101.1

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 102.2 103.7

燃料 98.4 101.4

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 101.2 101.2

注:指数数据取自昆明调查队，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指标名称 2月

1-2月

平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99.7 101.1

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101.3 101.2

     以农产品为原料 101.8 101.7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 97.2 96.9

   重工业 99.2 101.1

     采掘 106.9 106.5

     原料 97.6 101.3

     加工 99.5 100.2

按生产生活资料类分

   生产资料 99.0 101.0

     采掘 106.9 106.5

     原料 97.3 101.0

     加工 99.6 100.2

   生活资料 101.6 101.5

     食品 101.7 101.7

     衣着 100.8 100.8

     一般日用品 100.6 100.2

     耐用消费品 102.7 102.7

注:指数数据取自昆明调查队，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指标名称 2月

1-2月

平均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97.1 97.1

燃料、动力类 95.2 95.5

黑色金属材料类 103.5 103.0

  #钢材 98.4 98.9

   其它 104.1 103.4

有色金属材料和电线类 101.2 100.9

化工原料类 78.7 78.4

木材及纸浆类 95.2 95.1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类 99.7 100.3

其它工业原材料及半成品类 102.4 102.4

农副产品类 98.2 97.9

纺织原料类 99.9 99.8

注:指数数据取自昆明调查队，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全国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 —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 —

     第三产业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亿元) — -13.5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3323 -24.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2130 -20.5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美元) 5920 -11.0

   其中：出口 2924 -17.2

         进口 2995 -4.0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7990 -8.6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8081 -3.9



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1-2月

同比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第一产业 — —

     第二产业 — —

     第三产业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亿元) — -3.8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2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251.9 -17.6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美元) 42.26 -12.9

   其中：出口 13.90 -31.1

         进口 28.36 0.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359.37 2.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939.11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