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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因素合力驱动，上海经济增速逐季加快
强化“四大功能”，牢牢把握功能转换和能级提升的战略主动

市统计局昨天公布上海经济运行 “半年

报”，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速追平全国。工业成为

最为强劲的动力之一， 城市数字化转型持续深

入，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社会经济机能不断恢复，

在这三方面因素共同驱动下， 上半年上海经济

呈现较快增长速度。

从两年平均增速和环比增速来看， 上半年

上海GDP的两年平均增速为4.8%， 比一季度加

快0.1个百分点。这说明上海经济增速正持续恢

复，逐季加快。

工业成为最强劲动力之一

上海经济持续恢复、 加快走出疫情影响的

过程中，工业成为最强劲动力之一，上半年拉动

全市经济增速约4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

走进三一重工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产业

园 ， 已进入自动化生产的挖掘机厂区内并没

有太多工人 ，伴随着机器运转的声音 ，生产线

上每一个环节正在有序作业。

“生产线最快时能做到5分钟下线一台挖掘

机，会根据客户需求决定生产量。”三一重机中

挖公司总经理胡奇说，目前，三一重工临港产业

园的挖掘机年产能为5万台，销售覆盖超过80个

国家和地区，占据全球挖掘机市场15%份额。

在2021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上，216个重

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为4898亿元，制造

业领域在所有签约项目中占据半壁江山，“五个

新城”和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在线新经济生态园

和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发出全球招商令。 不久

前举行的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6个上海

人工智能（AI）产业创新集群项目签约，涉及AI

创新生态、AI智慧交通、AI生命健康、AI机器人

等领域。聚焦三大重点产业，上海正加快打造先

导产业高地和重点产业集群。

开放型经济特点不断彰显

伴随着新一轮金融业扩大开放， 今年蝉联

全球第三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还在持续提升能

级。上半年，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1166.63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2%。其中，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价证券、 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成交额分别增长26.4%、1.0倍和21.8%。

7月初， 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指定交割仓

库、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铜交割指定仓

库在浦东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世天威物流有限

公司揭牌启用。 在上海期交所副总经理李辉眼

中，这标志铜品种首次在同一库区内完成国内期

货、保税期货、国内现货、保税现货4个市场的联

通，以“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铜”等为代表的

“上海价格”， 正助力上海发展成为全球人民币

产品的交易和定价中心。

上半年， 上海对欧盟和东盟进出口快速增

长， 分别达3843.84亿元和2578.31亿元， 增长

27.8%和18.8%。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1年蝉联世

界第一后，上海港不单考虑自身发展，还聚焦疫

情下全球海运业缺少集装箱的“卡脖子”问题，

千里运空箱， 帮助世界各地港口积压空箱回流

上海。空箱回沪之际，正是上汽大通逾5000台车

辆开启批量出口之时， 这些上海产新能源车接

到了不少欧洲物流企业的大单， 同时也创下中

国品牌轻客车型出口欧洲的最大批量纪录。而

在上汽产品目的地之一的比利时泽布鲁日港，上

海临港集团正与当地合作， 以物流贸易为核心业

务的临港海外泽布鲁日现代产业园也已开工，将

为大型船运公司提供完整的岸上物流综合服务。

“在起势之前落子布局， 在定局之前抢先成

势。”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殷德生说，在世界

经济的特殊时期，上海主动作为，强化“四大功能”，

牢牢把握住功能转换和能级提升的战略主动。

消费对拉动经济作用持续增强

如果把新设企业注册资本视作一支探测上海

投资热情的 “温度计”， 那么， 上半年的读数可用

“烫”来形容：13356.81亿元，同比增长24.4%。上半

年，上海新设企业238449户，同比增长30.6%；平均

每天诞生1955户企业，同比增长31.7%。如果这一势

头保持下去，那么，今年新设企业数将再创新高。

这样的火热同样体现在消费上， 上海是一座

以服务业为主体、 以消费为经济增长主驱动力之

一的超大城市。虽仍受疫情影响，但今年上半年，

上海的“流量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双丰收。

数据显示，上海实体店铺经营明显回暖，限额

以上实体店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3.7%； 流量型

经济方面， 全市网上商店零售额1485.72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21.2%，两年平均增长12.8%，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16.4%。“五五购物节”

线上线下激活消费需求；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完成，

再度为城市商业地标重塑和飞跃带来启迪……

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9048.44亿元，同比增长30.3%，增幅高出

全国7.3个百分点。上海消费供给引领潮流，世界

知名高端品牌集聚度超过90%，首店、旗舰店数量

居全国第一， 国际品牌纷纷选择上海开展新品首

发活动； 联动长三角、 服务全国、 辐射亚太的进

出口商品集散地加快形成。 上海商业创新活力强

劲， 无人零售、 社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 集聚了一大批资源配置能力强的领军企业，

成为新零售的 “策源地” 和 “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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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引领，用集成改革释放最大协同效应
唐玮婕

敢为先锋、勇当标杆。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

见》 为上海和浦东擘画了奋进新征程的

战略蓝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究竟要

引领什么？ 《意见》提出清晰的五大战略

定位，其中第一条就是：更高水平改革开

放的开路先锋。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

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聚焦深

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一系列重大改革

的推出，打通理顺了许多堵点难点，很

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

塑、整体性重构。

当前， 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浦东的历史新方位、新

使命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

加以谋划，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引领性、

突破性、 支撑性的制度和政策创新安

排。 继续打好浦东这张“王牌”，势必要起

到“落一子而满盘活”的引领作用。

瞄准全方位的引领， 上海要坚定不

移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用高水平

的改革开放， 奋力打开发展新的战略空

间，激发出强劲的发展新动能。而着眼未

来，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各种风险

挑战，应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情况

特别是各种交织的问题矛盾， 改革不能

“单兵突进”，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

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才能

牢牢掌握主动权。

勇闯新路、勇攀高峰，在高水平改革

开放上敢为天下先，上海和浦东以“集成

改革”为抓手，全力创造突破，发挥出最

大的协同效应。

在集成改革上发挥引领作用， 首先

要强化系统观念。 以全方位的思想解放

引领推动深层次改革突破， 更加注重从

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产业发展的全链条、

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出发谋划改革突

破。 在创新政府服务管理、 优化营商环

境、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等领域提出综

合授权事项清单， 在重大制度创新充分

联动和衔接配套上走在前列。

在集成改革上发挥引领作用， 还要

放大协同效应。 让各项改革措施在政策

取向上相互配合、 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

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在“高效办

成一件事”“高效处置一件事”上抓深化，

在“高效服务一个产业发展”上抓拓展。

在集成改革上发挥引领作用， 更要

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

举措。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

的试验田作用，狠抓战略性改革、首创性

改革、基础性改革、针对性改革、优化性改

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激活治理效能。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啃最硬的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

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浦东探索开

展综合性改革试点，此次发布的《意见》又

创造性地部署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两项

重大试点任务叠加， 进一步赋予了浦东

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和开放新空间。

开局就是决战， 起跑就是冲刺！ 上

海要谋定快动、 只争朝夕， 举全市之力

推动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 在改革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上率先试出经验， 加快把

中央赋予的突破性政策转化为标志性项

目， 转化为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获得

感的实际成效， 转化为创造新奇迹、 展

现新气象的生动图景。

专家解读

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
浦东如何成为“扩大内需的典范引领”？上海财大商学院教授晁钢令———

上周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在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战略定位中，“扩大

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是其中之一。

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晁钢令看

来，《意见》 在消费领域的引领性意义可圈

可点，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为依托，形成

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 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层次：从商品维度看，强调的是提高供

给质量以扩大内需；从消费范围看，则特别

强调服务型消费的升级意义。

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来扩大内需

扩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

晁钢令长期研究消费领域，发现《意见》中

的提法升级了，“以前扩内需的举措较为宽

泛，而《意见》中则明确强调，通过提高供给

质量来扩大内需， 这就为浦东下一步发挥

引领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晁钢令认为， 提高供给质量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

第一，是在消费内容方面思考创新、提

高品质。《意见》提出，要“打造面向全球市

场的新品首发地”，“面向全球”四个字将消

费内容提到更高标准， 这其中又有两层意

义：一方面，浦东要将全球著名品牌的消费

品和服务产品率先在这里落地或发布，要

引进最新最优的创新产品， 要争取真正的

全球首发，才能对全球消费起到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浦东也要强调制度创新，要产生

能引领全球的本土性品牌， 不断提升专业

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晁钢令表示，目前

上海在消费领域最大的瓶颈是缺乏消费品

的设计力和创新力， 特别是在全球有影响

力的本土品牌还较少， 这些都是浦东打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时， 需要面向

全球市场思考的问题。

第二，在提高供给方面还需强调消费模

式的创新。《意见》强调，要“培育消费新模式

新业态，引领带动国内消费升级需求”。

“消费模式也是一种供给质量。”晁钢

令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双向提速为例

指出，《意见》 首次提到 “充实丰富在线医

疗、在线文体等线上消费业态”，这些领域

都是新赛道， 目前市场上的供给内容不够丰

富，供给质量也不够高，浦东有机会在这些赛

道上争创引领性。

“消费模式创新，浦东大有可为。”晁钢令提

到，浦东是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地、人工智

能发展的高地，高新技术如何落地到消费领域，

更好与消费结合， 转化为智能性消费产品和服

务，并且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浦东作为创新策源

地应该考虑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意见》特

别强调 “对消费新业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晁

钢令认为，“新业态在前期探索中一定会出现

一些问题，需要政府的鼓励和促进机制来‘扶

上马，送一程’，让新业态有健康的成长空间，

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来扩大消费”。

做好服务型消费升级“开路先锋”

除了实物商品之外，这份《意见》还特别

强调服务型消费的升级。晁钢令注意到，《意

见》中两条政策性措施几乎都是围绕服务型

消费而展开， 提及的内容包括电信服务、医

疗健康 、养老托幼 、家政服务 、文化旅游等 ，

“国内消费趋势正在从实体消费更多转向服

务消费，浦东要做好‘开路先锋’”。

晁钢令认为，这其中有几个亮点。首先，

促进服务供给体系升级， 需要浦东进一步引

领更高水平开放， 在一些国内市场有需求的

消费“制高点”，研究探索放宽服务消费市场

外资准入限制， 并在试点和导入过程中有效

加强监管。

其次，建立服务型消费标准体系，目前实体

消费有包括3C认证等在内的各种维度标准，但

服务型消费的标准还较少。以家政服务为例，上

海目前只建立了准入门槛， 还没有进一步的分

级标准、更细化的监管措施，因而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晁钢令表示，服务型消费的特点在于消

费和生产是同时进行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要用创新的眼光来设立标准体系。

再次，提供高品质服务产品。目前，国内

线上消费仍然以标准化的实物消费为主，在

线医疗、 在线文体等线上消费业态的品质并

不高， 线上心理咨询等线上高端服务消费业

态才刚刚萌芽。 浦东如何定义线上服务消费

的品质，也值得探索。

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

一，浦东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成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 就必须以高

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

12.7%！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速与全国持平
2021年上海经济半年报发布，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

本报讯 （记者祝越）上半年上海市地区生

产总值 （GDP）20102.53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2.7%，两年平均增长4.8%。在昨天举行的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 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

上半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全市经济持

续恢复、韧性增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生产需

求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民生保障稳步

提升，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态势。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上半年，

上海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2.7%， 增速与全国持

平；两年平均增长4.8%，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

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2.96亿元，同比

下降4.7%，两年平均下降11.0%；第二产业增加值

4989.22亿元， 同比增长17.3%， 两年平均增长

3.8%；第三产业增加值15080.35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年平均增长5.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5.0%。

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主要来自

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工业成为最为强劲的

动力之一， 拉动全市经济增速约4个百分点，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城市

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1%，两年平均增长

14.8%；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社会经济机能不断恢

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24.1%。

上海消费品市场持续向好。“五五购物节”

“六六夜生活节”等重大活动成效显现，带动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0.3%， 消费

对经济恢复的支撑作用继续加强。金银珠宝类、

化妆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2.4%和24.0%；

汽车类零售额增长42.6%，其中，新能源汽车零

售额大幅增长1.9倍， 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旺

盛。线上消费方面，全市网上商店零售额同比增

长21.2%，两年平均增长12.8%。而线下实体店

铺经营也明显回暖， 限额以上实体店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33.7%，两年平均增长9.1%。

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24.48亿

美元，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比去年同期增长

21.1%， 反映国际资本和外资企业继续看好中

国市场和上海发展。其中，商务服务业和高技术

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同比分别

增长52.0%和25.9%。

货物进口增速较快。 上半年上海货物贸易

进口同比增长25.4%， 增速比一季度加快8.6个

百分点。从贸易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好于加工

贸易进口， 增长33.4%； 私营企业进口增速较

快，增长45.4%；汽车等消费品进口增势明显。

随着宏观经济稳步恢复， 上半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同期增10.3%，增速比一

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在居民就业情况稳

定有利条件下， 全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

11.7%，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截至6月

末，全市新增就业岗位40.23万个，比去年同期增

13.11万个。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0.7%。

市统计局介绍，总的来看，上半年上海经济

呈现持续稳定恢复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全球

疫情持续演变， 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

多，全市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仍需巩固。

■ 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为依托，形成扩大
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从

商品维度看，强调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以扩大内需；从消费范围看，则特别
强调服务型消费的升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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