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研究报告 

1 
 

2019 年上半年度全国及各省市经济财政情况简析 

    公共融资部  武洪艺 

摘要：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继续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仍实现了

总体平稳发展。部分省市上半年经济总量排名较上年略有变化，但经济总量排名

前十的省市与上年保持一致。在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因素

下，多数省市工业、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回落，上半年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增

速总体继续呈放缓态势，增速均未超过两位数增长；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多在全国

水平上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仍在低位徘徊；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高，多

数省市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增速相对平稳，西部地区存

在较大分化。 

2019 年上半年度，在减税降费、中美贸易摩擦、房地产宏观调控等背景下，

我国财政收入仍呈现较低速增长状态。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差异较大，

多数省市增速降低，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规模及自给程度方面仍整体领先；中部

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正增长，但增长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西部地区财力

差异较大，但整体较弱；东北三省仍面临较大的财政增收压力。 

随着持续的房地产宏观调控，2019 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有所萎缩，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下滑明显，房地产市场逐步趋于平稳，调控效果显现。目

前，商品房交易量较大的区域仍主要集中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增速较高的省市主

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土地市场亦明

显降温，土地购置面积及土地成交价同比均呈现负增长状态。 

一、经济情况分析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继续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仍实现了总体平

稳发展。部分省市上半年经济总量排名较上年略有变化，但经济总量排名前十

的省市与上年保持一致。在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因素下，

多数省市工业、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回落，上半年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总体继续呈放缓态势，增速均未超过两位数增长；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多在全国

水平上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速仍在低位徘徊；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高，

多数省市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增速相对平稳，西部地

区存在较大分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经初步核算，2019 年上半年度我国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 45.09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3%，增速较上年同期

回落 0.5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2.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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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8.0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24.7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7.0%。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其中，工业经济运行基本平稳，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比有所提

升，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主要受经济

结构优化等因素影响所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增

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0.7 个百分点，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3.0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 13.8%，较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对经济增长

继续显现较显著的拉动作用，上半年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4.94%，

较上年同期提升 0.62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20.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 

从各省市的经济总量来看，2019 年上半年部分省市经济总量排名略有变化，

但前十位排名与 2018 年相比保持一致。其中，广东、江苏、山东地区生产总值

分别为 5.05 万亿元、4.86 万亿元和 4.18 万亿元，继续位居全国前三；浙江、河

南、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及福建分别位列第四至十位。宁夏、青海、西藏三

地区上半年度经济总量均未能突破两千亿元，排名分别位于末三位。其他地区经

济总量排名略有变化，其中安徽、天津、山西、贵州排名较上年有所提升，分别

列第十二、十七、二十和二十三位。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以其较好的产业基础及

较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继续保持经济总量领先优势，在排名前十的省市中，东

部地区省市包揽前三，共占六席；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河南、四川、

湖北及湖南经济总量继续保持相对优势，西藏、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经济基础

相对薄弱，经济总量有限；东北地区作为传统重工业产业基地，近年受产业结构

调整影响大，除辽宁排名较上年保持一致，继续位列第十四位外，黑龙江和吉林

上半年经济发展仍不理想，经济总量分列第二十四和二十五位，均较上年后移一

位。 

从增速来看，在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因素下，全国多

数省市工业、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回落，2019 年上半年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总体继续呈放缓态势，增速均未超过两位数，其中 17 个省份经济增速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或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其中云南、贵州和西藏上半年度经济增速

位列全国前三位，分别为 9.2%、9.0%和 9.0%。经济增速低于全国水平的有山东、

上海、重庆、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甘肃和辽宁等 14 个地区，较上年

增加 5 个；其中吉林以 2.0%的增速排名末位，黑龙江和天津分别以 4.3%和 4.6%

的增速排名倒数第二、三位。分经济板块看，中西部地区得益于承接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具有较明显的后发优势，上半年经济增速总体领先，但部分过度依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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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资源类的省份承压依然较大；东部地区受经济总量高基数以及产业结构调

整相对领先等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多在全国水平上下，上半年东部地区除天

津、海南和山东经济增速不足 5.5%以外，其他省市经济增速均在 5.9%及以上；

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总体依旧是垫底状态。经济增速排名前十的省份中，除福建属

于东部地区外，其他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省市包揽前三，共占四席，

中部地区省份占五席。东部地区中福建、浙江、河北分别以 8.1%、7.1%和 7.1%

的同比增速位居东部前三，江西、湖北、安徽分别以 8.6%、8.0%和 8.0%的同比

增速位居中部地区前三。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总体垫底，其中辽宁以 5.8%的增速

位于全国第二十二位，黑龙江和吉林呈现低速增长状态，位列全国末两位。 

图表 1.  2019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局官网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财政情况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度，在减税降费、中美贸易摩擦、房地产宏观调控等背景下，

我国财政收入仍呈现较低速增长状态。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差异较大，

多数省市增速降低，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规模及自给程度方面仍整体领先；中

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正增长，但增长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西部地区

财力差异较大，但整体较弱；东北三省仍面临较大的财政增收压力。 

在减税降费、中美贸易摩擦、房地产宏观调控等背景下，2019 年上半年我

国财政收入仍呈现较低速增长状态，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上半年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0.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5.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63 万亿元，同比

增长 3.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9.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0.9%，

税收收入呈现低速增长状态；非税收入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 

2019 年上半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0.1 个百分

点，相对稳定；当期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7.1 个百分点，主要

东部 西部 中部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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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个税改革、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所致。从主要税种来看，国内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最主要的构成，上述税种收入分别

为 3.56 万亿元和 2.52 万亿元，合计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超过 65%；从主要税收

项目增速看，上半年国内消费税、出口退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资源税和土地增

值税等税种增幅较大，上述税种增速分别为 23.3%、27.7%、17.1%、14.2%和

10.3%；而个人所得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增速则呈现下降态势，上述税种增速分别为-30.6%、-2.7%、-3.4%、-0.5%

和-13.4%。 

图表 2.  2016年以来全国及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19 年上半年部分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排名较 2018 年相比小幅变化，广东、江苏、上海仍分别位列全国前三名，上

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6,855.93 亿元、4,875.80 亿元和 4,480.50 亿元。分

区域看，东部地区因其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财政收入整体领先，排名前

十的省市中东部地区共占七席，其中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包揽

前六，上述 6 省市上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超过 3,100 亿元，大幅领先于其

他省市，此外海南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偏小，

位列全国倒数第五位；中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保持增长状态，河南因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排位下降一位至第九位，江西排位提升一位至十四位，与

辽宁互换位置。西部地区财力差异较大，但整体较弱，其中四川位列全国第七位，

西藏、青海、宁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足 230 亿元，排名全国末三位；东北三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仍偏小，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吻合，其中黑龙江和吉林

较上年同期相比规模有所萎缩。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看，受产业结构调整、税费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

多数省市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且增速差异较大，其中海南、山西、

河北、浙江增速位列全国前四，分别为 20.5%、12.9%、12.7%和 10.3%，上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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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也是各省市中增速为两位数的省市，黑龙江、甘肃、北京、贵州、吉林等 9

省市上半年呈现负增长状态，数量较 2018 年的 1 个和 2018 年上半年度的 3 个均

大幅增加。分区域看，东部地区除北京上半年增速为-2.5%以外，其他区域均实

现正增长，其中上海、天津、山东和福建增速相对偏低，均不超过 3%；中部地

区除湖南和湖北增速偏低，分别为 0.2%和 2.3%以外，其他省市均实现了 5.0%以

上的增速；西部地区各省市分化较大，四川、广西、陕西、内蒙古四省增速在

5.7%及以上，云南和宁夏增速分别为 4.1%和 0.7%，甘肃、新疆、青海等六省均

为负增长状态，其中贵州、重庆、西藏增速分别为-5.4%、-7.8%和-9.9%，增速

分别位列全国第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位；东北地区中辽宁实现了 3.4%的偏低

速增长，黑龙江和吉林则呈现负增长态势，增速分别为-0.9%和-11.1%，其中吉

林负增长幅度为全国最高。 

图表 3.  2019上半年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市）财政厅（局）官方网站等，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9 年上半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7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6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9.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从

主要支出方面看，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卫生健康支

出属最主要支出领域，支出规模分别为 1.81 万亿元、1.76 万亿元、1.42 万亿元

和 1.01 万亿元；从支出增速看，除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外，其他主要支出项目均实现两位数增速，其中交通运输支

出、节能环保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增速相对显著，位列主要支出项目前三位，上

半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22.3%、19.7%和 17.3%。 

从全国 31 个省市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1来看，仅上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能

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其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104.48%。从区域分

                                                             
1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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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来看，东部地区整体情况相对较好，浙江、北京、广东、江苏一般公共自

给率均处于 75%以上，其他东部省市都在 55%以上；西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对支出的覆盖情况整体较弱，除重庆、内蒙古、陕西分别为 48.82%、43.48%

和 42.09%外，其他省市自给率均不超过 40%，西藏自给率仅为 11.02%；中部地

区自给率情况介于东、西部之间，多数省份一般公共自给率超过 40%；东北三省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自给率分别为 54.32%、31.60%和 27.09%。 

图表 4.  2019年上半年度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各省（市）财政厅（局）官方网站等，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9 年以来，在房地产调控、降低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政策的累积效应下，

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土地市场降温明显。2019 年上半年，全国

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3.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增速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34.3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0.2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增

速较上年同期由负转正；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2.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增速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38.0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同比下降 0.8%，增速较上年同期由正转负。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 3.7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32.1%。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0.0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 3.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8%，其中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增长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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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16年以来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新世纪评级整理 

地方政府债务方面，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2019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24.08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3.31 万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10.77 万亿元。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20.55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 11.84 万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8.71 万亿元；从债

务形式看，政府债券 20.23 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 0.32 万亿元。 

三、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情况分析 

随着持续的房地产宏观调控，2019 年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有所萎缩，

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下滑明显，房地产市场逐步趋于平稳，调控效果显现。

目前，商品房交易量较大的区域仍主要集中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增速较高的省

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土地市

场亦明显降温，土地购置面积及土地成交价同比均呈现负增长状态。 

随着持续的房地产宏观调控，近年来全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总体步入下行通

道，2019 年以来全国商品房成交面积已呈现萎缩态势，上半年全国商品房累计

销售面积 7.58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1.8%；随着均价水平小幅增长，全年商品房

累计销售额仍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增速下滑明显，上半年商品房累计销售额

为 7.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增速较上年同期下滑 7.6 个百分点。目前，一、

二线城市仍执行较严厉的调控政策，三四线城市受制于人口、产业导入不足等因

素，在前些年量价上扬后，商品房销售增速逐步放缓，房价上行动力也有所减弱，

房地产调控效果显现，市场逐步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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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2016年以来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虽然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已有所下降，但因商品房价格仍小幅增长，房企开

工热情也相对较高，2019 年上半年度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10.55 亿平方米，同比

增长 10.1%，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1.7 个百分点，仍保持较快增速。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额亦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6.1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1.2 个百分点。 

图表 7.  2016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各省市的房地产市场情况看，2019 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额较大的省市主

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广东、江苏、浙江位列全国前三位，但增速较高的省市主要

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北京、上海、青海位列全国前三位，增速分别为 92.06%、

34.95%和 26.83%。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除浙江和海南呈现负增长外（分别位

列倒数第一和第三位），其他省市均呈现不同幅度的增长；中部地区除山西呈现

负增长、河南以 20.02%的高增速位列全国第五为外，其他省份增速均不超过

4.50%；西部地区分化较大，宁夏、甘肃、重庆、西藏均呈现负增长状态，内蒙

古增速较低，为 2.17%，其他省份增速均超过 10%；东北地区增速亦分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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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增速分别为 23.34%、-4.34%和-6.08%。 

各省市房地产投资方面，2019 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部地区房地产

开发投资整体规模较大，前十名省市中东部地区占五席，其中广东、江苏、浙江

位列全国前三位，与商品房销售额排位情况基本一致。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额规模分化较大，四川位列全国第七位，超过 4,000 亿元，青海、宁夏、西藏则

均不超过 200 亿元，位列全国末三位。从增速看，除青海、宁夏和海南负增长外，

其余省市均实现正的增长，其中增速超过 20%的有西藏、云南、广西、吉林 4

省，7 个省市增速位于 10%-20%之间。 

图表 8.  2019年上半年度全国各省市房地产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9 年上半年度，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土地市场明显降温，全

国土地购置面积及土地成交价同比均呈现负增长状态，上半年全国土地购置面积

0.80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27.5%；全国土地成交价款 0.38 万亿元，同比下降 27.6%。 

图表 9. 2016年以来全国土地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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