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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稳定 稳中有进
———2019年一季度高邮市经济运行情况综述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延续去年稳中
向好的态势，总体平稳、开局良好。一季度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3.19亿元，可比
价增长7.5%，增幅列扬州第一。

（一）三次产业稳步发展
1、农业发展保持稳定。2019年夏粮播

种面积 81.42万亩，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79.86万亩。目前在田小麦长势相比去年略
差，主要原因是2018年秋冬播以来，播期相
对于去年推迟，加之后期雨水多，光照相对
较少，导致苗期分蘖和生长量不足，抽穗、扬
花期提前7天左右。今年一季度全市蔬菜播
种面积达3.22万亩，同比增长4.1%，产量
8.04万吨，同比增长4.5%。家禽养殖行情较
好。一季度家禽出栏 280万只，同比增长
7.3%，禽蛋产量3959吨，同比增长4.1%。禽
产品价格也较去年有所提升，其中肉鸡价格
13元 /公斤，同比上涨约 4.8%，鸡蛋约 7.4
元/公斤，同比上涨约5.7%，禽蛋价格后期
走势向好。一季度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15.3亿元，同比增长4.2%。

2、工业经济稳中有升。今年以来，我市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抓好工业经
济结构调整。一季度全市累计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283.7亿元，同比增长
15.9%，增幅位列扬州第一；实现工业用电
量7.19亿度，同比增长15.2%;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60.76亿元，可比价增长
11.3%，增幅位列扬州第一。新增企业质态
良好。2018年以来全市新列统的 68家规
上工业企业,一季度实现工业总产值 15.46
亿元，占全市总量的 5.4%，同比增长
211.3%，拉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幅4.3个
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
达27%。大企业拉动作用明显。一季度，全
市工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共 64家，累计实
现工业总产值149.11亿元，占全市规上工
业总产值的 52.6%，同比增长 18.2％，拉动
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幅9.4个百分点，对全
市规模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达59.1%。其中
一季度工业产值超 5亿元的“秦邮特钢”和
“扬钢特钢”这两家企业累计实现产值
34.64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12.2%，拉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幅0.8个
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
达5%，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工业经济的快速
增长。

3、服务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一季度，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61.51亿元，可比价增
长4.5%；实现服务业用电量 1.11亿度，增
长12.8%。金融、证券业市场继续升温。一
季度我市金融业实现营业收入 12.39亿
元，同比增长 6.1%；实现证券交易额 95.32
亿元，同比增长11%。

（二）三大需求均衡拉动
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一季度全

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0.3亿元，同比增长
11.4%，高出扬州平均水平 10.2个百分点，
增速位列扬州第一。其中，实现工业投资
41.5亿元，同比增长 3.2%；实现服务业投
资36.6亿元，同比增长19.9%，增速较去年
同期高出6.6个百分点。

2、消费品市场走势平稳。批零住餐业
协调发展。一季度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52.85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限上零
售额11.23亿元，同比增长13.4%。分行业
看，批发业实现零售额6.48亿元，同比下降
2.2%，17家新增批发企业经营额累计同比
增长30.9%，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15.9%；
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38.00亿元，同比增长
9.0%；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8.38亿元，同
比增长15.5%，伴随餐饮需求个性化和多样
化发展，经营火锅、土菜等特色餐点的个体
经营户增长速度和占比不断提高。

3、对外贸易总体平稳。一季度全市完
成出口总额1.06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增幅较去年同期提高10.4个百分点。一季
度全市实现注册外资实际到账 1438万美
元，同比下降24.2%。

（三）发展活力不断提升
1、高新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市规模

以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由去年同期的 133
家，增加到今年的197家，净增64家。一季
度，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25.33亿
元，同比增长 17.2%，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增幅1.3个百分点，占规模工业产值比重
为44.2%，较去年同期提高13.1个百分点，
发展势头良好。

2、民营经济增势放缓。截止4月底，全
市新注册登记私营企业 1098户，新增注册
资本79.67亿元，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1725
户。新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共新增就业人员 7305人，同比下降
19.96%。

3、经济发展后劲可期。今年以来，5000
万元及以上列统项目保持了较好的增长，
一季度列统项目数 81个，较上年同期增加
9个，完成投资 53.0亿元，同比增长
48.3%。一季度我市共申报新开工5000万
元及以上项目19个，总投资 10亿元高邮
优尼斯5D智造谷项目、总投资3亿元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项目、总投
资 2.5亿元扬州泰达科技创业园等一批重
点项目已申报进入省统计局重大项目投资
统计库。

一季度，我市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
信心指数分别为 130.65和 131.36，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这表明了企业对市场的
信心依然平稳。我市经济指标增速基本达
预期，主要指标位次仍保持在扬州各县市
区经济发展第一方阵的发展序列，经济发
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韧性进一步增强，
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经普工作
自我市经济普查工作启动以来，市委、市政

府一直高度重视，在重要时间节点，研究部署具
体推进工作，在人员、经费、力量、宣传等方面全
力保障，确保经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做
到应统尽统，不遗不漏。3月21日下午，市委书
记勾凤诚专题听取了四经普登记工作进展及下
一步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并研究部署了下一
阶段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参加了
会议。

同日下午，由市政府办牵头召开了高邮市
第四次经济普查督导小组组长会议，明确各督
导小组的任务分工。要求自3月25日起，每个
督导小组每周对挂钩联系的乡镇（园区）进行一
次督导，督促各地严把数据审核关，提高数据质
量和匹配度，并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我市四经普登记工作顺利完成。

扬州市经普办来邮督导普查登记工作
3月 15日上午，扬州市统计局局长、经普办主任

赵振东带队来邮督导我市普查登记工作，我市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市经普
办主任陈东辉等陪同督导。

赵振东对高邮经普办有序推进普查登记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是要进一
步强化审核。各级普查办要对已登记普查数据进行全
方位审核，做到即报即审，不放过一个单位，不忽视一
个指标。二是要进一步细致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要分片
分区挂包，聘请专业财务人员审核数据，把普查表填准
填实。三是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动员各城乡社区张贴宣
传画及悬挂宣传标语、在主城区公交站台广告栏张贴

“四经普”宣传图片和海报、宣传车走进各乡镇（园区）
等，提升经普登记工作知晓率。

我市召开全市统计工作会议

3月8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统计
工作会议。各乡镇（园区）分管负责人、统
计助理，市人大财经委及市政协经济科
技和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人，市涉统部

门分管负责人、统计人员，国调队班子成
员、市局机关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赵广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领导苗永鹏出席了会议。

会上，赵广华对 2018年全市统计工
作予以充分肯定，称赞全市统计系统和
广大统计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充分发挥了统计指
示器、风向标、晴雨表作用。

赵广华要求，2019年全市统计系统
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统计工作的责
任感、光荣感和使命感，为构建我市现代
统计体系，推动高邮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做出统计人应有的新贡献。一是要齐发
力，共抓“四经普”各项工作；二是要严要

求，强化 GDP核算工作；三是要多举措，
做好“四上”企业申报工作；四是要聚重
点，跟进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五是要优服
务，开展构建高质量监测体系工作。

会议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胜主
持，他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8年度全市统
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并颁
发荣誉证书，城南新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高邮镇新联社区负责人在会上作了
交流发言。

会上，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
东辉作了题为《坚持真抓实干 聚焦改革
创新 为落实“四个定位”目标提供坚实
统计保障》的工作报告。陈东辉指出，全
市统计系统坚持以质量为核心、以服务
为驱动、以问题为导向，全力推进现代
统计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好各项统计工
作任务。

统计局开展“学党纪法规、守纪律规矩”知识竞赛活动
4月 19日下午，市统计局严格按照市纪委监委

《关于举办“学党纪法规、守纪律规矩”知识竞赛的通
知》要求，开展了“学党纪法规、守纪律规矩”知识竞赛，
我局共2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现场考试。

此次竞赛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
填空题四种题型。主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
纪法规为重点考试内容，对我局前期开展党纪法规知
识学习成果的一次综合性检验。通过此次竞赛活动，我
局党员干部职工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思想境界得
到升华，常拎“耳朵”，常扯“袖子”，常醒“脑子”，坚持把
纪律规矩挺在前，时时刻刻规范自己的言行，营造风清
气正的统计环境。

统计局赴一线督查“四经普”登记工作
4月中下旬，市普查办主任、统计局

局长陈东辉，副局长吴梦奇、傅元媛分别
带队，赴全市十三个乡镇（园区）督查“四
经普”登记工作。一是传达省和扬州市经
普领导小组最新精神；二是了解掌握普

查登记工作进展情况；三是督查重点行
业普查数据质量情况。

此次督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
指导，有效帮助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确保
了普查工作顺利高效推进。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10条
1、公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插

队、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
2、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逆

向行驶、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
放、不占用盲道。

3、净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烟头、不乱丢垃圾。

4、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

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
5、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

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
广告。

6、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
污损破坏。

7、爱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
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

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
民、不无绳遛狗、不让宠物随地粪便。

8、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践
踏花草、不毁坏树木。

9、理性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
谣、不诋毁中伤他人。

10、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
刻、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