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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37 亿元

7 月 26 日

昆明市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8.2%
27 日，昆明市统计局发布了 2021 年上半年昆明市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昆明市地区生产总值 3620.3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8.2%（同比，下同）。昆明市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生产需求持续改善，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新兴产业增势良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增加值 126.54 亿元

增加值 1108.60 亿元

增长 9.2%

增长 7.8%

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243.41 亿元
增长 11.6%

农业产值增长 10.1%
林业产值增长 15.5%
牧业产值增长 13.7%
渔业产值下降 9.5%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增长 16.1%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增长 12.7%

从工业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18.3%
制造业增长 7.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43.3%

七大重点行业
增加值
合计增长 12.9%

多数产品产量
实现增长

烟草制品业增长 8.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9.8%
医药制造业增长 10.9%
冶金工业增长 10.1%
装备制造业增长 3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11.0%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5.0%

汽车同比增长 129.8%
金属切削机床增长 65.7%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增长 61.4%
粗钢增长 42.0%
饲料增长 41.2%
商品混凝土增长 30.3%
光学仪器增长 39.8%
卷烟增长 1.7%

第三产业

增加值 2385.23 亿元

增长 8.3%

旅游业
接待总人数
7384.69 万人次
增长 64.5%
总收入 1001.36 亿元
增长 73.7%

进出口
总额 730.89 亿元
增长 93.7%
出口 409.59 亿元
增长 363.7%
进口 321.30 亿元
增长 11.2%

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完成 362.11 亿元
增长 12.0%

分行业看——

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增长 7.1%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556.08 亿元
增长 17.4%

房地产投资增长 12.9%
工业投资增长 14.3%
农业投资增长 61.4%
水利投资增长 5.9%
卫生投资增长 18.3%
文化投资增长 47.2%
教育投资下降 10.6%
交通投资下降 18.1%
商贸投资下降 40.0%

分城乡看
城镇零售额 1455.29 亿元
增长 17.2%
农村零售额 100.80 亿元
增长 19.5%

税收收入 294.89 亿元
增长 19.0%
非税收入 67.22 亿元
下降 10.8%

支出

完成 456.29 亿元
增长 6.8%
分消费形态看
商品零售额
1268.73 亿元
增长 16.6%
餐饮收入
287.36 亿元
增长 20.7%

一般公共服务增长 7.1%
教育增长 2.3%
社会保障和就业增长 11.8%
卫生健康增长 4.4%
科学技术增长 54.6%
住房保障增长 3.7%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我省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19 例
无症状感染者 3 例
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7 月 26
日 0 时至 24 时，我省无新增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9 例、无症
状感染者 3 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2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解
除隔离医学观察 2 例（境外输入）。
截至 7 月 26 日 24 时，我省现
有确诊病例 325 例（本土 69 例，境
外输入 256 例）、无 症 状 感 染 者 29
例（本土 2 例，境外输入 27 例），均
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医学
观察。
新增确诊病例信息：
确诊病例 1：男，36 岁，中国籍，
重型；
确诊病例 2：女，27 岁，中国籍，
轻型；
确诊病例 3：女，35 岁，中国籍，
重型；
确诊病例 4；男，38 岁，中国籍，
重型；
确诊病例 5：男，32 岁，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6：男，35 岁，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7：男，42 岁，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8：男，21 岁，中国籍，
普通型；
确诊病例 9：男，32 岁，中国籍，
普通型；
确 诊 病 例 10：男 ，19 岁 ，中 国
籍，
轻型；
确 诊 病 例 11：男 ，27 岁 ，中 国
籍，
普通型；
确 诊 病 例 12：女 ，20 岁 ，中 国
籍，
普通型；
确 诊 病 例 13：男 ，20 岁 ，中 国
籍，
轻型；
确 诊 病 例 14：男 ，30 岁 ，中 国
籍，
普通型；
确 诊 病 例 15：男 ，46 岁 ，中 国
籍，
普通型；
确 诊 病 例 16：男 ，18 岁 ，中 国
籍，
轻型；
确 诊 病 例 17：男 ，24 岁 ，中 国
籍，
轻型；
确 诊 病 例 18：女 ，60 岁 ，中 国
籍，
普通型；
确 诊 病 例 19：男 ，20 岁 ，中 国
籍，
轻型。
上述 19 人近期居住在缅甸，自
陆路口岸入境，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隔离观察，7 月 26 日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重型 3 例、普通型 10 例、
轻型 6 例，
缅甸输入）。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信息：
无症状感染者 1：男，33 岁，中
国籍；
无症状感染者 2：男，19 岁，中
国籍；
无症状感染者 3：男，23 岁，中
国籍。
上述 3 人近期居住在老挝，自
陆路口岸入境，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隔离观察，7 月 26 日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者（老挝输入）。
本报记者 艾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