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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武汉经济交出优异“期中答
卷”。市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市地区
生产总值（GDP）8251.45亿元，比2020年同
期增长28.6%，比2019年同期增长3.5%，两
年平均增长1.7%，实现强势转正。

从 2020 年一季度 GDP 下跌 40.5%开
始，武汉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追，不断把去
年“负增长的部分补回来”，上半年实现比
2019年同期正增长。

上半年GDP强势转正的背后，含金量几
何？是怎样得来的？长江日报推出四看武汉
经济“半年报”第一篇，关注上半年GDP强势
转正背后的速度、质量，以及趋势。

经济强势转正
14个区有13个恢复到
2019年同期水平

经历了去年一季度 GDP 断崖式下跌
后，武汉就一直保持着奋力追赶状态。正视
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武汉
在“期中考”上交出优异答卷，经济增速实现
较2019年同期强势转正。来自市统计局的
统计显示，这是含金量颇高的强势转正。

从分区看，14个区（功能区）中13个区
GDP 总量已经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
其中，东湖高新区GDP首次突破千亿元。

从核心基础指标看，电信业务总量、其
他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人民币存贷款
余额、建筑业总产值、邮政业务总量、规上
工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其他交
通运输和仓储业营业收入增速，与2019年
同期相比实现正增长。

从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上半年，
我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技改投资、进出口
总额等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实现比2019年同
期大幅增长。其中，6月当月完成投资总额
超过1000亿元，创2019年7月以来23个月新
高，也是2020年以来首次破千亿元大关。

这些重要经济指标的提升，推动了武
汉经济强势转正。

高质量经济强势转正
“含金量”“含新量”十足

武汉经济强势转正，不仅有速度，更有
质量。“期中考”成绩“含金量”“含新量”十
足。强势转正的GDP背后，显示出武汉新
兴动能显著增强，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新产业继续壮大。上半年，我市规上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6%。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以及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48.7%、54.3%和72.3%。

高新产品生产加快。上半年，新能源
汽车、平板电脑、光纤、工业机器人同比分
别增长514.4%、105.4％、64.3%和56.8％。

新业态发展迅猛。上半年，限上企业网
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增长33.7%。其中，限上
住餐业通过网上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
169.9%。

新动能不断增强。工业技改、高技术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动能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65.5%、90.1%、
90.7%。

紧抓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抓牢抓实投资消费进出口

实现上半年GDP比2019年同期增长
3.5%，武汉紧抓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抓项
目就是抓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上半年，武
汉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抓项目开工，上半年，武汉坚持每个
季度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一、二季度
集 中 开 工 总 投 资 分 别 达 3305.4 亿 元 、
2595.6亿元。

抓招商引资，上半年，武汉每个月都有
大型招商活动，继一季度签约大会签下总
金额达3462亿元项目后，二季度签约总金
额达3838.66亿元，创下我市历年来单场招
商活动之最。

抓住投资这个快变量，武汉聚焦 965
产业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扩大有
效投资。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三个
月恢复水平不断提高。

抓住消费这个“第一拉动”，上半年
我市消费市场逐步改善，15 个主要零售
类商品中，有 14 个商品零售额同比保持
正增长。

抓住进出口这个突破口，上半年，全
市进出口总额达 1535.40 亿元，比 2019 年
同期增长52.4%。

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抓牢抓
实，半年时间成效明显，有力推动了武汉经
济强势转正。

锚定“全年精彩”
武汉仍需“拼抢实”

市统计局表示，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
呈现全面恢复、快速增长、稳中向好态势，在

“开局漂亮”基础上实现“任务过半”，为“全
年精彩”打下坚实基础。

优异的“期中考”不代表“期末考”也
能交上精彩答卷。纵观同类城市已发布
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同样表现优秀，
武汉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方面还存
在较大差距。

城市发展，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市
统计局认为，下半年经济恢复的均衡性持
续性还需巩固，还要付出更大努力。

三季度是提升季，四季度是冲刺季，在
坚定信心同时，武汉还要加足干劲，继续保
持“拼、抢、实”的状态和作风奋力拼搏。

锚定“全年精彩”，我市要求，聚焦消费
供给扩容、消费意愿挖潜、消费环境改善，
打好消费提振硬仗；聚焦项目签约率、资金
到位率、项目开工率、项目投资率、项目竣
工率，打好有效投资扩大硬仗；抓好区级经
济这个关键，打好区级经济发展硬仗，确保
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7月2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
力资源研究所书记、研究员李佐军接受长江日报
记者专访时说：“从武汉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来
看，武汉疫后重振、经济复苏的力度，超出我们的
预期。这让人深刻感受到武汉上下一心一意谋发
展的决心和干劲。”

李佐军说，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还在持续，
国际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经济增长即使扣除了疫情导致去年各项指标大
幅下降的因素，去年和今年的 GDP 平均值超过
5%，“十四五”开局第一个半年实现了开门红。
其中武汉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主要经济指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些数字还尤其突出。

李佐军认为，作为最早遭受疫情重创的城
市，武汉去年经济受影响比较大，“解封”又经历

了抗洪、疫后重振，经济全面恢复需要一个过
程。由于武汉市委市政府工作比较到位，加上武
汉的经济基础比较好、科技创新的能力比较强，
经济富有韧性，所以从现有的经济指标表现来
看，武汉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超预期，表现出

“快、好、强、稳”的良好势头。
实现“全年精彩”，李佐军对武汉寄予厚望。立

足“双循环”，他建议武汉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在推
动高水平自立自强上有更大作为。李佐军认为，

“双循环”的关键是扩大内需，武汉是汽车制造业中
心，也是销售中心，建议进一步拓展汽车消费市
场。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重点是新基建，武汉在信息数据的
基础设施新基建等方面具备“起飞”的可能。

（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立）

上半年武汉GDP比2019年同期增长3.5%，实
现强势转正。“武汉疫后重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非常不容易！”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张
晖明说，武汉经济的强势转正，在全国具有风向标
意义。

张晖明表示，去年以来，中国疫情防控取得决
定性成果，国内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得比较好。从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国产供销关系逐步恢复，这说
明中国产业体系自身的自我配套能力比较强。具
体到湖北武汉，跟全国疫后重振、经济复苏是基本
同步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表明武汉的整个
产业体系是全国性产业分工体系、产业链系统的
有机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武汉已经从受去年疫情冲击，断
崖式下滑的低谷走出来了，这非常好。”张晖明说，
随着全国经济的强力复苏，武汉各项经济指标都
有非常好的表现。从产业结构来看，武汉区域产
业特点非常明显，在全国产业分工体系里面有自
己独特的区域性产业集群，比如新能源汽车、平板
电脑、光纤、工业机器人等高新产业今年大幅增
长，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表现抢眼，同比增长

514.4%。这正好赶上了社会对汽车消费的升级，
助力汽车产业升级。

在他看来，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
带核心城市，在中部地区具有龙头地位。武汉城
市产业基础雄厚、高校众多、科教资源丰富、消费
人口集聚，在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龙头
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位于武汉的中国光谷在全国产业版图地位特殊，
影响巨大，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很好地发挥了辐
射带动作用，这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集聚能力
有关。未来还要在产业链、价值链、产业集群打造
上更好发力。

张晖明建议，立足现在的发展态势，在全国实
施“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崛起的
大背景下，武汉要继续练好内功，以技术创新不断
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通过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大对高新技术产
业的投入力度，在内涵、质量、效率、低碳方面发
力，促进经济增长真正转向内涵式增长、质量型增
长、低能耗增长、技术驱动型增长，探索出一条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长江日报记者谭德磊）

7月21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接受长江日报记者
专访时说：武汉通过一锤一锤钉钉子、一心一意谋
发展，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堪称优秀，亮点
很多。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在我国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领域起了非常重要推动作用。他认为，武
汉上半年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尤其是新旧动能转换
方面，表现喜人：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今年上
半年全面开工，计划在3—5年时间打造8个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7个湖北实验室，以及5大类型国
家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型企业加快发展，科创板上
市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技术
制造业都加快壮大。“武汉锐意建设国家科技创新
中心未来可期，下一步，武汉还要积极加入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高新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大会
战，在本土做大做强‘光芯屏端网’万亿企业集
群。”贾康说。

近些年，贾康对于能源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的确立，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引

擎。他欣喜地看到于7月16日启动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其注册登记系统设在武汉，将带来超千亿元
产业，引领中部绿色崛起。

贾康还注意到，武汉上半年招商形势喜人，小
鹏汽车、新希望集团、华联SKP等国内知名企业和
知名品牌纷纷进军武汉，众多跨国公司在汉设立
华中总部。他说：“武汉这个城市的发展机会是非
常明显的，企业和资本对投资武汉信心很足。”

贾康建议，武汉要继续弘扬创新精神、企业家
精神、奋斗精神。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活
力源泉，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民营
企业信心。为此武汉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对企业的“负面清单”管理要落到实处，政府
要以自我革命的胆识、魄力和高度的责任心，做好

“正面清单”和“责任清单”。
“武汉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在全国一盘棋

里，处于重头戏的位置”，贾康说：武汉要积极融入
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创新思维
进一步发掘内循环的支撑力和潜力；并应继续抓
住各种机会，促进内外循环相得益彰的更高水平
的开放发展。 （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立）

武汉经济“半年报”观察①
武汉经济强势转正

“含金量”“含新量”十足
长江日报记者马振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

“期中考”成绩超预期“全年精彩”需发挥科创优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

武汉新旧动能转换表现喜人 接下来要引领中部绿色崛起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

在全国具有独特区域性产业集群 武汉经济强势转正具有风向标意义

奋力实现全年精彩

上半年，武汉经济“开局漂

亮”，交出了优异的“期中答

卷”。7月21日，长江日报记者

采访了3位经济学家。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

资源研究所书记、研究员李佐军

表示，武汉疫后重振、经济复苏

的力度，超出我们的预期；华夏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认

为，武汉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堪

称优秀，亮点很多；复旦大学企

业研究所所长、教授张晖明则表

示，武汉经济的强势转正，在全

国具有风向标意义。

华工科技核心子公司华工正源5G模块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长江日报记者高勇 摄 夜幕下的武昌汉街霓虹闪烁，前来逛街购物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长江日报记者苗剑 摄

王忠林调研高校毕业生留鄂就业创业应勇在汉调研数字经济发展
（上接第一版）

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也是
我省目前市值最大的互联网上市公司，斗鱼直播平台月活跃用户达
1.94亿人次。应勇详细察看企业科技创新成果展、党建风采墙，了解
企业投融资、市场拓展等情况。应勇指出，发展平台经济要抓住机
遇，找准企业发展着力点、定位和商业模式，加快创新发展，同时完善
平台监管，守牢意识形态阵地，确保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小药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首个实现医保在线支付、完成不见

面购药流程的企业。应勇详细询问企业“互联网+药品流通”模式的运
行、信息安全监管、新业态培育等情况。应勇强调，在信息社会，数据是
重要生产资料，要抓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窗口期，通过技术创
新为行业转型赋能，把数据转化为生产力。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大健康产
业融合发展，打造大健康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智慧
医疗带来的实实在在便利。互联网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安全
管理，保障信息数据安全。

副省长曹广晶、武汉市市长程用文参加调研。

（上接第一版）
要着力在支持创业带动就业上狠下功夫，建好

创业孵化平台，以市场化手段创新管理运营体制机
制，帮助初创企业解决启动资金、人员招聘、办公场
所等实际困难，为创业企业对接龙头企业提供便
利，构建创业主体蓬勃发展的热带雨林式环境。要
着力在创新政策供给上狠下功夫，坚持以思想破冰
引领发展突围，大胆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进一

步完善人才落户、安居、就业、创业等扶持政策和企
业吸纳就业激励政策，提高政策含金量和吸引力。
要着力在协调联动形成合力上狠下功夫，树立“一
盘棋”思想，各级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政府、高校、
企业、中介机构等各尽其责、无缝衔接，共同推动解
决高校毕业生工作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在全社会营
造关心支持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

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文参加调研座谈。

李佐军

贾康

张晖明

武汉经济“期中答卷”远超专家预期

武汉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处于重头戏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