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GDP
637.77亿元
同比增长8.6%，比全省高0.4个百分点。

上半年自贡经济发展成绩单

第一产业
增加值

50.19亿元，
增长3.6%；

第二产业
增 加 值

380.27亿元，
增长8.8%；

第三产业
增 加 值

207.31亿元，
增长9.6%。

房地产

消费

居民
收入

物价

完成投资59.71亿元，同比增长10.9%；商品房
销售面积150.0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1.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72亿元，同比增长
13.6%，增速比全省高1.2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32元，同比增长
8.9%，比全省高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6353元，同比增长9.1%。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1.0%，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7%，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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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高跑得更快
自贡上半年GDP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任军说，上半年，自贡经济
运行质量在提高。财力保障稳
步增强；全市企业效益也有所
改善，亏损企业同比减少；城乡
居民稳步增收。

对于自贡而言，多个经济
先行指标都透露出较好预期，
全年稳定增长的基础不断巩
固。在投资和重大项目的带动
下，随着80亿元的粤创微电子
科技产业园、30亿元的石墨烯
产业园、31 亿元的方特恐龙王
国等项目推进，捷克轻型飞机、

海川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等
产业项目建成投产，自贡市产业
发展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是，从上半年情况来看，
金融业仍是服务业发展的短
板，工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
工业发展后劲不足，自主创新
能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困
难，受各种要素保障制约，新
开工项目推进缓慢等问题依
然存在，对下半年经济的增长
形成了较大压力。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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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半年总体
经济运行数据：农业生
产稳定，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达 51.21 亿元，同
比增长 3.7%，居全省
第 9 位，川南第 2 位。
工业稳中有升，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8%。投
资快速增长，全市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85.42亿元，同比增长
18.5%，增速比全省高
6.8 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加快 15.0 个百分
点。消费增势稳定，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309.72 亿元，同比
增长 13.6%。财政收
支双增，全市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29.73 亿元，
同比增长13.0%；公共
财政预算支出 106.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7%。居民收入增
加，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5432元，
同比增长 8.9%。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53 元 ，同 比 增 长
9.1%。物价基本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同比上涨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上涨3.7%，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
涨7.0%。

自贡市统计局总
经济师任军说，分析上
半年各项经济数据，得
出一个重要结论：自贡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在
持续，经济增长动能在
增强，经济运行质量在
提高，经济增长基础在
加固。

对 于“GDP8.6% ”这 一 数
据，任军介绍，上半年自贡经济
实现了“好于一季度、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总体呈
现稳中有升、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运行态势。

任军分析到，GDP8.6%的
增速为 2014 年以来的最高增
速，今年一季度自贡市GDP增
速突破 8.0%，达到 8.4%，半年
达到8.6%，当季增长8.8%，明显
好于一季度，稳中有升态势明
显。与全省相比，自贡市“跑得
更快”、“回升幅度更大”，增速居
全省第7位。同时，与川南四市

相比，自贡市去年上半年增速排
川南最后一位，今年上半年，排
位上升一位至川南第三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供给侧
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深入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实现农业向提质增效、可持
续发展转变，通过建设“一区
六园”带动基地提档升级，在
自流井、贡井、荣县交界，示范
建设100平方公里市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推进农业规模集
约发展。同时，在去产能、去
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等各方面，可见成效。

7月底前自贡退休人员

增调基本养老金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邓丹）

昨日，华西城市读本记者从自贡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自贡
市将确保在 7 月底以前为退休人
员调整增加基本养老金。此次调
整是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经省政府
同意，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为全
省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
办理完退休（退职）审批手续并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退职）
人员增加基本养老金。符合上述
条件，但在2016年12月31日以前
已死亡或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退
休（退职）人员除外。

据了解，今年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方案与去年基本一
致，但更加突出养老保险权益公
平、更加注重低收入群体、更加注
重发挥“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
励作用。调整水平按照2016年全
省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
平的5.5%确定，调整增幅比去年低
1个百分点。

此次调整采取定额调整、挂钩
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定额调整即全省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每人月基本养老金
增加 45 元。挂钩调整包括：企业
退休人员：一是以本人 2016 年 12
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1.8%；
二是缴费年限15年及以下的年限
每满1年增加1元，超过15年的年
限每满1年增加2.5元。机关事业
单位2014年10月1日以后退休的
人员，按照企业退休人员挂钩调整
办法执行。机关事业单位2014年
9月30日及以前退休的人员，以本
人2016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
数增加3.3 %。此外，对年满70周
岁及以上的高龄退休人员、2016
年度内艰苦边远地区新增的企业
退休人员和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给
予适当倾斜。其中高龄退休人员
按照“满 70 不满 80 岁、满 80 不满
90岁、满90岁以上”三个高龄段分
别增加30元、60元、100元。

初步统计，此次调整退休待遇
分别涉及全市企业养老保险、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人员约
32.9万人、3.6万人。目前，自贡市
人社、财政、社保等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已按照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准
备工作，确保在7月底以前将新增
加的养老金发放到位。

大数据出炉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85.42亿

稳中向好
供给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下半年展望
重大项目投产带动产业发展

经过大量的数据整合、统计、分析，日前，
2017年上半年自贡经济数据出炉。2017年上半
年自贡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637.77亿元，
同比增长8.6%，增速居全省第7位。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50.19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
值 380.27 亿元，增长 8.8%；第三产业增加值
207.31亿元，增长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