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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2018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4476.10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6.8%?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其中?

增值税1661.50亿元?增长8.0%；企业
所得税1064.56亿元? 增长10.8%；个
人所得税445.22亿元?增长12.2%。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00.33亿元?增长6.1%。 其中?节能
环保支出147.50亿元?增长76.8%；城
乡社区支出941.26亿元?增长26.7%；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66.14亿
元?增长18.7%；公共安全支出188.03

亿元?增长15.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8.36亿元?增长12.5%。

此外?截至6月末?全市中外资金
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1.70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9%?比年初增

加4580.67亿元。 中外资金融机构本
外币贷款余额7.20万亿元 ? 增长
10.9%?比年初增加4491.14亿元。

9.1% 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高于生产总值
增幅

抽样调查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2612元? 比去年同
期名义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7.5%?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0.9

个百分点? 且高于全市生产总值增幅。

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352元?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7.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7382元?名义增长9.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

上半年 ? 全市新增就业岗位
37.74万个?比去年同期增加3.51万
个。 截至6月底?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
数19.63万人?同比减少2.21万人。

1.9% PPI涨 幅 与
一季度持平

上半年? 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PPI）比去年同期上涨1.9%?涨幅
与一季度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
数上涨4.1%?涨幅提高0.1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半年
增长1.9%。 其中?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1.5%?涨幅比一
季度收窄0.3个百分点。 从两大分类

看?服务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
上涨1.5%。 从八大类别看?食品烟酒
价格上涨2.6%?衣着价格下降2.0%?

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
价格上涨1.1%?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4.3% ?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3.7%?医疗保健价格上涨1.4%?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2.5%。

3.8% 进出口贸易
保持增长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半年?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额16160.77亿元? 比去
年 同 期 增 长 3.8% 。 其 中 ? 进 口
9788.96亿元 ? 增长 5.1% ； 出口
6371.81亿元?增长1.8%。

上半年? 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
项目2177个； 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
215.04亿美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18.1%； 实际到位金额85.61亿美元?

增长6.3%?扭转了一季度下降的局面。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上汽临港基地技术人员在对刚下流水线的新能源汽车做最后的“体检”。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海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 （记者何易 通讯员郑法玮）

市委政法委昨天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

议，学习贯彻十一届市委四次全会精神，

总结上半年政法工作， 研究推进下半年

工作。

记者了解到， 上半年上海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新突破， 三分之二的

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形成了 100 多项制

度性成果，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城市治理精细化科学化现代化水

平迈上新台阶。 重拳打击社会面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全市报警类 110 警情同比

下降 20.9%， 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

下降 28.9% ， 刑事破案数同比上升

16.4%， 确保了社会面持续稳定和城市

公共安全。 此外，截至 6 月底，全市政法

系统在大调研活动中开展各类调研共计

7780 次，涉及调研对象 3.49 万个，发现

问题意见 5050 个， 提出解决建议 4330

条，已解决问题 1430 个，形成了良好工

作效果和社会效果。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刘晓云，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本才， 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李伟出

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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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正式推行

“最多跑一次”清单已经有三个多月。

记者日前来到静安区税务局办税服务

厅。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

计划财务部税务主管王骁君正在窗口办理业

务。 “台里购买境外机构的节目特许使用费，

需要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今天我来一次10分

钟就办完了，过去至少要跑两次。 ”王骁君还

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取号的时候，系统分成涉

税受理、信息确认、新办企业、税务变更、税务

注销、 非贸备案等选项，“每个选项分别显示

各自等候人数，而不是全部等候人数。我觉得

这个提示很贴心”。

静安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负责人张恩和

介绍，纳税人在办理清单范围内事项时，若资

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最多只需要到

税务机关跑一次即可办结涉税事项。 经全面

梳理，上海“最多跑一次”清单共涉及五大类

近百个事项， 其中57个事项可同步实现全程

网上办理。“过去我们高峰期服务厅现场大概

要发出去4000多号，现在大概在1700号左右，

不超过2000号。 ”张恩和说。

从全市范围看， 除了近百项涉税事项可

以实现“最多跑一次”，目前上海95%的日常

涉税业务已可实现网上办理。据统计，全市企

业网上纳税申报率已达99%以上 ， 年累计

1200万户（次）纳税人在企业网厅办理涉税事

项， 日均减少全市办税服务厅窗口人流3.34

万人（次）。

位于办税服务厅二楼的57窗口， 是新办

企业服务专窗，工作人员李欢正在受理业务。

从今年年初开始， 经实名认证且符合条件的

新办企业， 税务机关可在受理当天办结全部

十个税务初始化事项， 企业只需一次前往办

税服务厅现场，即可领取税控设备、发票及相

关涉税文书。

“新办企业可以在网上快速通道提交材

料，我们后台就会收到通知。 我会根据要求，

首先在网上进行工商登记信息确认、 办税人

员实名信息认证等工作， 全部确认完毕之后

我们会发出短信， 告知经办人带好相应材料

原件到我们窗口来。 ”李欢介绍，由于有了这

些准备工作， 过去新办企业流程至少需要五

个工作日，现在平均只需30分钟；而且，领取

增值税专用发票事项都已纳入当场办结范

围，大大方便了企业。

办税服务厅内还安放着16台自助办税服

务终端， 在办税服务厅外的自助办税服务专

厅还有两台，实现7×24小时全天候对外开放，

涉税业务可随到随办。 记者体验了个人纳税

清单打印：注册之后，输入身份证号码和密码，就可以查询最近几年的纳税情

况；轻轻按下“生成键”，只需几秒钟机器就能打印出清单。

据悉，上海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样本采集城市，也是全国税务系统五

个优化营商环境试点省市之一。 目前，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上海

全年纳税时间在前期大幅减少52小时的基础上， 将由207小时继续减少至160

小时，纳税次数将从9次减少至7次。

下一步，上海税务部门还将针对新办企业涉税事项当天办结举措，对接市

政府“一窗通”企业开办服务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实时发送、实时获取”。 在

跨部门信息实时交互基础上，积极推进智能式自动办理，推动实现名称预核、

注册登记、 刻制公章、 银行开户、 涉税事项、 社保登记等跨部门企业开办事

项三天内办结。

“数据燃料”助推数字经济高地建设
加强“大数据+?合作将成长三角联动发展重点任务

大数据是数字经济的 “原料 ” 和

“燃料”。 为建设数字经济高地， 推动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沪苏浙皖正

把加速发展大数据， 特别是加强 “大数

据+” 的合作当成今后重点。 昨天， 长三

角大数据领域的政产学研 “大咖” 汇聚

上海， 参与首届长三角数据智能合作峰

会。 会场内外， 记者感受到了长三角打

破数据壁垒、 推动 “大数据+” 产业发

展、 加速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的决

心与潜力。

互补大于竞争，合作做大蛋糕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上， 长三角三省

一市各有所长， 从而为通过合作做大蛋

糕、提升影响力奠定了基础。以智能网联

汽车为例，中国汽车咨询中心网 CEO 徐

锦泉昨天表示， 长三角不仅拥有国内最

大的汽车公司上汽集团， 而且在关键零

部件、服务运营等方面，长三角都在国内

拥有显著的优势。

具体来说，芯片、传感器等器件将在

未来成为汽车最关键的零部件。目前，长

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占全国近 2/3 的份

额，激光雷达、5G、V2X 等也拥有龙头公

司；在服务创新方面，由于长三角是国内

目前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已上路新能

源车占全国 1/3，这样的客户群、加上海

量用户数据带来的洞察力， 有助于在汽

车服务、金融、保险等行业催生出顶尖的

服务型公司。 此外，长三角的创新环境、

政府服务等， 也有利于为无人驾驶创造

良好的制度环境， 无人车很可能率先在

长三角实现跨区域行驶。这种种优势，使

得目前国内半数以上的“新造车势力”聚

焦在长三角。可以想见，如果随着协同效

应的放大， 长三角很有希望崛起世界级

智能汽车产业集群。

事实上， 基于深厚的实体经济积淀

和创新土壤，长三角的这种“赢家逻辑”

可以在汽车之外的许多领域复制， 塑造

出更多的“大数据+传统产业”样板。 徐

工集团是著名的机械制造商， 而基于其

积累的大量数据资源的挖掘利用， 徐工

集团已建立了一个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

网平台。徐工信息副总裁陈玉龙透露，目

前数十万台工程设备已经联网加入了徐

工的“朋友圈”，进而诞生了“大数据+制

造”生态圈。 在商业领域，百联集团也在

加速利用数据实现零售转型， 在江浙地

区推出了一批样板店。

总体而言， 昨天的峰会传递出这样

一个鲜明的信号 ：在 “大数据+”领域方

面，沪苏浙皖的互补多于竞争。上海在科

技、人才、资本、高端制造等方面有优势，

江苏强在实体经济， 浙江拥有阿里巴巴

以及创新的民企， 安徽则因为有中科大

和科大讯飞而毫不落后。 通过市场的选

择，以上海为总部、在苏浙皖建立制造与

产业配套的格局逐步形成， 未来或许会

成为长三角构筑世界级数字经济高地的

基本模式之一。

融合放大价值，开放促进共赢

以大数据的眼光来看， 必须让数据

流动起来才能放大价值， 只有让数据跨

界碰撞才会加深人类的洞察。 新一轮长

三角一体化， 必须用好大数据这一新型

生产要素。 为此，促进数据开放、建立跨

区域的数据融合环境也成为未来长三角

产业合作的重要课题。

政府在此将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

昨天参会的沪苏浙皖产业主管部门表

示，为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三省一市

将共同夯实数字化基础设施， 加快数字

资源的开放、共享利用，优化数字资源的

配置效率。具体来说，长三角将共同布局

5G、IPv6 等新一代基础设施， 共建长三

角工业互联网平台、“区域大脑”，并协同

推进统一的基础数据库建设。专家认为，

这意味着数据资源融合将成为长三角融

合的“基础配置”。

行业组织正在主动作为。昨天的“数

据智能峰会”开幕前夕，沪苏浙皖四地的

大数据联盟和代表性企业在上海正式组

建了 “长三角大数据产业合作联席会

议”。 未来，四地联盟的秘书长将定期举

行会议，就制定大数据行业应用标准、编

制长三角大数据“产业地图”等事项开展

合作。上海大数据联盟秘书长、市超算中

心主任周曦民透露，工业、金融、医疗、商

贸等将是长三角大数据应用的重点领

域，必须加快形成更好的产业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 着眼于打破数据壁

垒， 长三角昨天宣布将首次联手举办一

次大数据比赛， 并向全球的创新者开放

数据资源。 据透露，瞄准交通、教育、医

疗、 城市管理等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

热点难点，沪苏浙皖将共同出题，以百万

元奖金和投资机会为激励， 向全世界征

集大数据解决方案；最关键的是，三省一

市将共同为参赛者开放十大行业的近百

个数据集 。 此前 ， 这一名为 “SODA

（Shanghai Open Data Application， 即

“上海开放数据应用”） 的赛事已成为国

内最有影响力的大数据创新赛事之一，

累计开放数据 50P 字节（相当于 500 亿

兆字节），形成了创业团队与政府部门共

赢的格局。 从今年起， 它将正式走出上

海，切换到“长三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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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业投资增速近十年最高
上半年完成工业投资465.76亿元，增长22.9%

上海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 3170.27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6.0%。 其中，完成工业投资 465.76 亿

元，增长 22.9%，增速创近十年来的最

高水平。 这无疑是上半年经济运行的

最大亮点。

民间投资占比近四成

从经济主体看， 非国有经济投资

2329.55 亿元，增长 7.5%。 其中，民间

投资 1244.85 亿元 ，增长 6.8%，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

39.3%。 利用外资方面，全市上半年外

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2177 个。外商直

接投资合同金额 215.04 亿美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18.1% 。 实际到位金额

85.61 亿美元，增长 6.3%，扭转了一季

度下降的局面。

在这次半年统计周期内， 上海工

业表现稳中有进。上半年，工业增加值

4304.2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4%；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6989.20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2%；工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5063.12 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8.1%，增速比去年同

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 在全国汽车销售回落

的背景下 ， 上海新能源汽车增长

29.6%。 此外， 生物医药制造业增长

15.0%， 新一代信息技术增长 14.2%。

而在成套设备制造业方面， 智能制造

设备、 工业机器人以及风电设备均呈

现产销两旺的形势。

新需求助推市场销售

得益于新需求的推动， 市场销售增

势平稳。

上 半 年 ， 全 市 商 品 销 售 总 额

56823.39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7.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143.30 亿元 ，增

长 7.7%。分商品类别看，化妆品类、家用

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增长较快， 增速分别

为 24.8%和 18.4%。 其中，轻奢类消费品

的销售情况令人印象深刻。

以线上零售 、 无人零售为特点的

“互联网+” 新经济在这份统计中有着

亮眼表现。 从零售业态看， 上半年， 无

店铺零售额 899.74 亿元 ， 比去年同期

增长 10.4%。 其中 ， 网上商店零售额

702.33 亿元， 增长 13.3%， 增速比一季

度提高 9.0 个百分点， 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为 11.4%。

居住价格下降 0.1%

上半年，上海居民消费价格（CPI）比

去年同期上涨 1.5%，涨幅比一季度收窄

0.3 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 2.0%。

从类别看， 一大亮点是上海居住价

格下降 0.1%，而同期全国居住价格上涨

2.3%。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汤汇浩表示，

这得益于上海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 定位， 进行房地产市场调

控。近一年来，上海市政府紧密出台一系

列政策来稳定住房市场， 其中房屋租赁

市场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率先企稳。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沈竹士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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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四期等四项工程基本建成
上半年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706.4亿元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今年上半年，

崇明体育训练基地一期、 嘉闵高架南南

延伸(S32公路—莘松路)、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洋山深水港区四

期工程4个上海市重大工程项目基本建

成。 昨天召开的市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

议介绍， 今年上半年市重大工程完成投

资706.4亿元，占全年投资计划52.3%；11

个正式项目开工建设，2个预备项目提前

开工，4个项目基本建成。

崇明体育训练基地一期位于陈家

镇，近19万平方米，由综合楼、科研医疗

楼、教学楼、运动员宿舍、游泳馆、篮球馆

等组成。 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目前上海竞

技体育训练条件，促进体育训练与科研、

医疗相结合，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进一步

推动上海著名体育城市建设。

嘉闵高架南南延伸 （S32公路—莘

松路） 于今年6月22日通车， 为沿线企

业和居民提供快捷方便出行的通道， 有

效分流嘉闵高架上下车辆拥堵情况， 缓

解中春路和沪闵公路交通压力。

据了解， 今年上海共安排市重大工

程正式项目126项， 预备项目22项， 新

开工14项， 基本建成18项， 全年计划投

资不低于1350亿元， 主要聚焦在张江科

学城和先进制造业、 生态廊道和垃圾污

水处置 、 文化体育教育卫生 、 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城建保障 、 城市安

全和补短板等项目建设 。 下半年 ， 上

海将做好进口博览会城建配套和保障

项目 ， 在9月底前高质量 、 高水平完

成 ， 同时确保上海新一轮发展中的交

通 、 水务 、 生态环境 、 文化体育等重

大项目按时开工。

副市长时光辉出席会议。

聚焦上海经济“半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