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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2013 年全省经济社会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260.8 亿元，增长 10%；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2781.1 亿元，同口径增长 14.5%。
（一）投资消费稳定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1049.2 亿元，增长 16.7%。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事业三大重点领域完成投资 16724.2 亿元。省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688.6 亿元，乐雅高速、成南巴高速、稻城亚丁
机场、官地水电站等项目竣工，锦屏一级二级电站、遂资眉高速等项
目加快推进，西成客专、成贵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等项目开工建
设。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0355.4 亿元，增长 13.9%。
（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3425.6 亿元，增长 3.6%。。
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13579 亿元，增长 11.5%；全部工业增加值
11578.5 亿元，增长 1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1.1%；建
筑业增加值完成 2000.5 亿元，增长 14.5%。七大优势产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78%左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 1 万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 5000 亿元，技术改造投资完成 4600
亿元。
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9256.1 亿元，增长 9.9%。金融、物流、电
子商务、旅游等行业加快发展，全社会融资规模达到 7137.1 亿元，
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突破 1.1 万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3877.4 亿
元。（1 月 28 日四川日报）

对外贸易
去年双流机场出入境旅客增 25.2% 增长率居全国前列
2013 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飞机起降超 25.05 万架次（日均超
686 架次）
，旅客吞吐量超 3340 万人次。同时，在国际航线增加和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促进下，双流机场 2013 年出入境旅客达到
245.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2%，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
2013 年，双流国际机场新开墨尔本、法兰克福、多哈和伦敦 4
条国际定期客运航线，3 条旅游包机国际航线，并新增稻城、黔江等
8 条国内定期客运航线。截至目前，双流机场的通航城市达到 167 个，
航线总数达到 222 条，其中国际（地区）航线 71 条。
（1 月 2 日四川
日报）
我省服务贸易首上百亿美元台阶
去年我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我省 2013
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较 2012 年的 65.7 亿美元激增至 101 亿美元，
增长 49.6%。
从量看，去年全省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上升至 13.5%，比上
年提升 3.5 个百分点。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56.4%和 42%，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生产性服务贸易增长迅猛。去
年，以分销、检测维修、咨询、广告等为主的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同比
增长 1.3 倍，省国际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41%，显示出我省以西部
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建设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提档升
级。进口方面，全省技术进口合同额 7.2 亿美元，其中四川现代汽车
引进韩国技术合同过亿美元；全省专有权利使用进口同比增长 93.3%。
（1 月 9 日四川日报）
去年外商投资实际到位首超 100 亿美元
去年我省对外贸易突破 700 亿美元，外商投资实际到位首超 100
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万亿元大关；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近十年来首次实现回升，预计全年服务业增加值达 9000 亿元。
（1 月 13 号四川日报）
四川货物贸易去年首破 600 亿美元
去年四川累计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645.9 亿美元，这是四

川货物外贸规模首次攀上 600 亿美元台阶，创历史新高。
去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较 2012 年增长 9.2%，高于同期全国整
体增速，同期四川出口、进口的增速分别为 9.1%和 9.5%。12 月当月，
进口、出口增速较上月环比均有所回落。业内分析，四川外贸进出口
已进入“换挡”期，个位数增长在今后将成常态。
去年四川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出现下降，拉低全省外贸增速 2.6
个百分点。海关分析原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便携式电脑、集成电路
等机电产品的市场萎缩。相对应的是，去年川货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
体双边贸易规模全线下滑。与此同时，围绕新兴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
构，四川服装、鞋靴、纺织品、家具、塑料制品、箱包等 6 大类优势
特色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占全省整体出口比重提升。同期，四川与东
盟、香港双边贸易额分别增长 37.3%和 69.4%，对阿联酋、俄罗斯等
新兴市场的双边贸易增速均超 6 成。（1 月 18 日四川日报）
产业信息
天府商品交易所设立木材交易中心
天府商品交易所设立木材交易中心，并成功收购位于内蒙古二连
浩特市的华北木材交易市场。该交易中心是全国首家可开展仓单、提
单交易的木材电子交易平台。
今年，天府商品交易所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成华北木材交易市
场（内蒙古）
、华东木材交易市场（上海太仓）
、华南木材交易市场（广
东顺德）
、西南木材交易市场（四川成都），2015 年上半年建成东北
木材交易市场（黑龙江哈尔滨）和西北木材交易市场（陕西西安）。
（1 月 3 日四川日报）
种子产业年销售 2015 年力争逾 60 亿元
目前全省有 136 家种业企业，至今尚无一家实现上市，种子企
业多小散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下一步我省将着力推动企业兼并重

组，推动种子企业上市融资。在职能分工上，改变现在一哄而上研究
种子的现状，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重点开展材料创新研究，企业则着
力开展商业化育种，推动育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力
争到 2015 年，全省种子产业年销售收入达到 60 亿元以上，有 3-4 家
种业企业实现上市；主要农作物种子更新换代一次，良种覆盖率达到
96%以上。
（1 月 10 日四川日报）
泸州港集装箱年吞吐量首破 20 万标箱
2013 年，泸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20.13 万标箱，首次突破 20
万标箱大关，同比增长 48.91%，占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 76.7%，
稳居全省第一。
2013 年，我省规模以上港口货运吞吐量达到 5038 万吨，其中，
泸州港 2446 万吨；全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26.17 万标箱，其中泸
州港 20.13 万标箱。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上的泸州港已成为我省水运的
主力，其年集装箱吞吐量继 2011 年首次突破 10 万标箱后，短短两年，
再次跨过一个十万级关口，发展呈现明显加速度。
从货物构成来看，机械、汽车、轻工食品的比例不断上升，矿石、
煤炭、河沙等原料型货物的比例逐年下降，显示出货源地产业转型升
级的信号。
从集装箱来源看，来自成都经济区的箱量已达泸州港集装箱吞吐
量的 88.62%，其中，来自成都的集装箱量达到泸州港集装箱年吞吐
总量的 55.32%，泸州港作为成都经济区乃至全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和通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1 月 11 日四川日报）
成都 2013 年技术合同交易额再创新高
继 2012 年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百亿大关后，成都市 2013 年技术
合同交易额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成都市技
术合同登记量突破 1 万项，同比增长 13.3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高
达 144.3 亿元，同比增长了 35.5%，占四川省成交总额的 85%。
（1 月

13 日四川日报）

开工项目
简阳至蒲江高速开工
2013 年 12 月 26 日，简阳至蒲江高速公路项目开工。该项目从
成都天府新区南侧外缘通过，起点在简阳市禾丰镇，途经仁寿、彭山、
东坡、蒲江，止于蒲江县天华镇，全长 127.4 公里，其中眉山境内长
79.9 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 157.75 亿元，双向 6 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里，全线有桥梁 97 座、隧道 5 座，设枢纽互通 6 座、一般互通 11
座。预计于 2016 年底建成通车。届时，简阳至蒲江车程将由 3 小时
缩短至 1.5 小时，眉山至简阳、蒲江的车程将分别缩短半小时以上。
（1 月 3 日四川日报）

会展经济
2013 成都珠宝展举行
2013 成都珠宝展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隆重举行，
这是西部地区最大最权威的珠宝展例展，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作出
了贡献。本次展会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四川省珠宝玉石首
饰行业协会和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共同主办，四川省博览局
支持。
此次展览面积 11000 平方米，500 多个展位，成都本地优秀品牌
爱心金店、天鑫洋金业、六喜珠宝等踊跃参展。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
团、蒂爵珠宝、锦唯禄、天使之泪、兴中泰等共同为您呈现最时尚的
设计、最流行的款式，助您提前预览国际珠宝首饰流行趋势。全中国
的新款婚戒、投资金条、高档红蓝宝石首饰、时尚 K 金首饰、翡翠玉

石、大溪地黑珍珠、南洋金珠、水晶、祖母绿、碧玺等万千产品汇聚
一堂。
（1 月 2 号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