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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水利局：
新年敲“警钟”

春节前夕，苍溪县水利局以特殊方
式给全体干部职工送“新年祝福”。在全
体干部职工会上，传达贯彻县纪委监委

“十个严禁”精神。 局党办向全体干部
职工发送新年“廉政短信”，提出新春注
意事项和日常行为准则，并提出具体要
求，让每位干部职工在欢度春节期间，时
刻不忘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言行举
止，过欢乐廉洁的新年。 （苟志）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5—125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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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1月21日开奖结果
体彩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109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
良：内江、南充、泸州、绵阳、广安、雅安、宜宾、
广元、资阳、眉山、巴中
轻度污染：遂宁、自贡、乐山、德阳、达州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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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20009 期 全 国 销 售
13745172元。开奖号码：6742414，一等
奖2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7注，单注
奖金53615元；三等奖106注，单注奖金1800
元。18348961.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021全国销售18913022
元。开奖号码：964。直选全国中奖2872
（四川209）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
国中奖11330（四川783）注，单注奖金173
元。22924511.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021 期 全 国 销 售
12894636元。开奖号码：96462。一等
奖 26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91845184.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3月
2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农业生产稳定
2019 年 ，四 川 全 省 粮 食 产 量

3498.5 万吨，比上年增长 0.1%，油料
产量 367.4 万吨，增长 1.3%。生猪出
栏 4852.6 万头，下降 26.9%；牛出栏
291.7万头，增长5.6%；羊出栏1780.2
万只，增长2.3%；家禽出栏78756.6万
只，增长19.2%。

工业生产平稳
201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2.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产品销售率为98.5%。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10.4%，集体企业增长
7.6%，股份制企业增长 8.5%，外商及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2%。

分行业看，41个行业大类中有37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
为 90.2%。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8%，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2.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
长10.3%，医药制造业增长9.8%，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8.8%，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7.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6%。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发电量
增长 5.1%，天然气增长 19.3%，移动
通信手持机（手机）增长 46.9%，啤酒
增长17%，钢材增长11.9%。

从高技术产业看，规模以上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7%，增速比规模
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3.7个百分点。其
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29.2%，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增长17.2%，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业增长11.9%，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增长11.4%，医药制造业增长9.7%。

从工业利润看，1-11 月，全省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9231.6 亿元，同比增长 10.1%；实现
利润总额2577.7亿元，增长12.7%。

服务业较快增长
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 8.5%，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6
个百分点。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
值增长 6.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增长7%，住宿和餐饮业增长8.1%，
金 融 业 增 长 6.2% ，房 地 产 业 增 长
5.8%，其他服务业增长10.6%。

投资稳定增长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上年增长10.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6.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9%，其中
工业投资增长7.6%；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11.7%。

从房地产开发看，房地产开发投
资比上年增长15.4%。商品房施工面
积 49113.8 万平方米，增长 11.5%；商
品房竣工面积 4580 万平方米，下降
18.7%；商品房销售面积12978.6万平
方米，增长6.3%。

消费品市场总体稳定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14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增
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零售
额15830.2亿元，增长10%；乡村零售
额4314.1亿元，增长11.6%。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3155.3
亿元，增长12.4%；商品零售16989亿
元，增长 10%。在商品零售中，限额
以上企业（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1013.2亿元，增长23.1%。

从热点商品看，粮油、食品、饮
料、烟酒类零售额增长13.8%，化妆品
类增长14.1%，日用品类增长15.2%，
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12.3%，家用电
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4.8%，通讯器
材类增长 14.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5%，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4%，汽
车类增长4.8%。

外贸进岀口保持较快增长
全 年 实 现 外 贸 进 出 口 总 额

676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其
中，出口额 3892.3 亿元，增长 16.8%；
进口额2873.6亿元，增长9.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刘旭强

2019 年 ，四 川 全 省 实 现
GDP46615.8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7.5%。对此，省统计
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俊林表
示，2019 年四川 GDP 增速达到预期
目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4 个百分
点，在31个省份中属于中上游。

曾俊林说，四川GDP由高速增长
向中高速转变，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也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

四川经济呈现4大亮点
“7.5%的增速，反映了2019年四川

经济实现了高基数下的稳健增长，同时
也呈现出诸多亮点。”新闻发布会上，曾
俊林用4个关键词解读这份“成绩单”。

规模大。2019年全年GDP总量
46615.82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52
年到2003年，这52年四川GDP的总
和。2019年，四川平均每天创造GDP
达128亿元。“突破4.6万亿的总量，不
仅把四川人均GDP推上5.5万元的新
台阶，也让2020年全省经济总量迈上
5万亿台阶成为大概率。”曾俊林说。

结构优。2019 年四川产业结构
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保持两位数
增长，现代新型服务业稳步发展。投
资在稳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
年，四川消费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

效益好。减税降税力度空前，企业
效益明显改善。从数据来看，四川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2.5%
左右，规上工业单位能耗下降3%以上。

民生暖。2019 年城乡就业总量
比上一年末增加 8 万人，城镇新增就
业连续 5 年突破百万，城乡居民收入
分别增长8.8%和10%。“更可贵的是，
在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我省仍然持续上调养老金标准和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

预判2020年四川经济
对于 2020 年经济发展趋势预

判，曾俊林表示，四川经济仍将继续
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承压
的总体态势。

首先，宏观经济总体平稳态势在

延续。尽管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深度
调整期，但国内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其次，四川经济增长预期在延续。
四川 GDP 增速已连续多年保持在
7.5%-8%的水平，工业、投资、消费增速
都高于全国，平稳增长预期较强。同
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成渝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诸多政策机遇也将带来利好。

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势头仍在延
续。最近两个月PMI（采购经理人指
数）开始回升，制造业企业预期开始有
所稳定，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形势逐步
好转。今年，四川还将召开服务业发
展大会，将有力促进服务业平稳发展。

与此同时，需求缓中趋稳的特征
在延续。随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
补短板力度加强，预计 2020 年全省
基础设施投资有望扭转。而在消费
方面，四川新消费模式和互联网商业
发展势头良好，今年消费市场总体将
保持平稳态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刘旭强

2019年四川GDP突破4.6万亿
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

1 月 21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2019年四川省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
经国家统计局审定，2019年四川全省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6615.82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
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807.24亿
元 ，增 长 2.8%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17365.33亿元，增长7.5%；第三产业增
加值24443.25亿元，增长8.5%。

制图 杨仕成

如何看待四川GDP增长7.5%？
省统计局总经济师曾俊林给出四个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