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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核算，2020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384255亿
元，增长2.6%；第三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增长2.1%。第一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7%，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7.8%，第三产业
增加值比重为54.5%。

全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
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0.7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
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比
上年增长2.0%。

国民总收入1009151亿元，比上年增长1.9%。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比上年下降0.1%。预计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7746元/人，比上年提高2.5%
。

初步核算，202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722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0.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
三季度增长4.9%。

分产业看，2021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48123亿元，同比增长2.3%；
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67亿元，增长0.9%；第三产业增加值400397亿元，增
长0.4%。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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