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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核算，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70467亿元，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增
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534233亿元，增长6.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0%，第三产业增加值
比重为53.9%。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
，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1.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892元，比上年增长5.7%。国民总收入988458亿元
，比上年增长6.2%。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2.6%。全员
劳动生产率为115009元/人，比上年提高6.2%。

二、工业生产与效益情况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17109亿元，比上年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5.7%。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
增长4.8%；股份制企业增长6.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2.0%；
私营企业增长7.7%。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5.0%，制造业增长6.0%，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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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9%，纺织业
增长1.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4.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
长8.9%，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9%，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4.3
%，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6.9%，汽车制造业增长1.8%，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增长10.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3%，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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