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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经济高开稳走 主要指标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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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2021 年上半年三亚市经济运行情况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
畜牧业生产较快增长

上半年，全市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巩固和强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各项
工作。全市经济在实现一季度“开门红”的基础上继续向好发
展，呈现“高开稳走，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1.61 亿元

435.58 亿元

◆火龙果产量增长 93.5%
◆荔枝产量增长 26.7%
◆百香果产量增长 15.5%
◆槟榔同比增长 53.4%

同比增长 343.6%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37.8%
两年平均增长 14.3%

●畜牧业生产较快增长

旅游人均消费提高

总肉产量 6349.83 吨
同比增长 24.7%
其中猪肉产量同比增长 59.5%

国内游客旅游人均消费
由 2020 年的 2459 元提高到 3346 元
人均消费增长 36.1%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
主要行业支撑有力

46.34 亿元

1303.34 万人次

全市旅游总收入

●热带水果、热带作物快速增长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全市接待过夜游客

同比增长 130.1%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9.1%
两年平均增长 4.4%

同比增长 5.6%
比 2019 年一季度增长 9.3%
两年平均增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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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好于疫前
提质增效成效显著

2021 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 28.2%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16.2%
两年平均增长 7.8%
●主要行业支撑有力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值增长 42.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值增长 33.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产值增长 31.8%
◆食品制造业产值增长 28.3%

399.8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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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加快恢复
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全市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68.2%
两年平均下降 8.9%
两年平均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点
●全市规上服务业营业利润扭转上年盈亏
的局面，实现营业利润 8.05 亿元
●四大行业增速超 50%
◆教育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47.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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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大项目稳投资效果显著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按可比价格计算

●大项目稳投资效果明显
全市 10 亿元以上项目 162 个
占全市投资项目比重 19.8%
对全市投资增长贡献率达到 72.9%
●服务业产业项目加快投资
◆批发和零售投资同比增长 380.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76.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78.6%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51.8%
◆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同比增长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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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持续旺销
升级类消费品高速增长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5.19 亿元
同比增长 106.5%
增速稳居全省第一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75.1%
两年平均增长 32.3%
两年平均增速较比一季度加快 8 个百分点
●离岛免税品持续旺销
离岛免税品实现零售额 197.85 亿元
同比增长 2.3 倍
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 69.4%
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贡献率 93.6%

●同比增长 20.3%
●增速高于全省 2.8 个百分点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14.7%
●两年平均增长 7.1%

●升级类消费品成倍增长
限额以上单位升级类商品中
◆化妆品类增速超 100%
同比增长 142.6%，两年平均增长 88.1%
◆金银珠宝类增速超 100%
同比增长 299.4%，两年平均增长 118.5%
◆通讯器材类增速超 100%
同比增长 239.3%，两年平均增长 50.2%
●汽车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全市汽车限上单位实现零售额 21.32 亿元
同比增长 60.2%

●企业营业成本降低
全市规上服务业百元营业收入成本 57.6 元
比去年同期 71.2 元降低 13.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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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稳步提高
城乡居民持续增收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55 亿元

按三次产业划分
●第一产业增加值 54.83 亿元
增长 4.3%
●第二产业增加值 46.53 亿元
增长 11.1%
●第三产业增加值 298.44 亿元
增长 25.3%

●公共网络商品销售快速增长
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销售额 82.24 亿元
同比增长 64.1%
两年平均增长 38.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4.3%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33.8%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25.5%
两年平均增长 12.0%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9%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 13.7：
11.6：
74.7
●第三产业占比较去年同期
提高 2.7 个百分点

同比增长 61.2%
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2.9 个百分点
比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7.1%
两年平均下降 3.6%
●税收收入增长快于非税收入
税收收入增长 76.1%
快于非税收入 51.3 个百分点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到 77.5%
比一季度提高 2.6 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 6.6 个百分点
全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98 元
同比增长 11.6%
比 2019 年上半年增长 13.9%
两年平均增长 6.7%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218 元
同比增长 10.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01 元
同比增长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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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不断扩容
稳就业有成效
物价指数总体回落

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28526 户

同比增长 86.7%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同比增长 125.0%
比去年下半年增长 90.8%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本报记者 王昊 整理 据三亚市统计局网）

同比下降 0.2%
环比下降 0.7%

3428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