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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运行情况

电 信 业 务 总 量 实 现 三 位 数 增 长 。

1—2 月，电信业务总量（按照 2015 年电信

业务不变单价计算）完成 6853 亿元，同比

增长 117%。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2168 亿

元，同比增长4.9%。

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

长。1—2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实现移动

通信业务收入 1533 亿元，同比增长 2.8%。

实现固定通信业务收入 635 亿元，同比增

长10.6%。

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稳

定。1—2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

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346 亿元，同比增

长 8.3%。完成移动数据及移动互联网业

务收入 995 亿元，同比增长 15.1%，占电信

业务收入的45.9%。

电信用户发展情况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4.4 亿，移动宽带

用户占比超八成。2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4.4 亿

户，1—2月累计净增（根据 2017年 12月快

报数据计算得到，下同）2406 万户。移动

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达到11.7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80.9%，1—2月累

计净增 3481 万户。4G 用户总数达到 10.3

亿户，1—2月净增3555万户，4G用户占移

动电话用户的71.6%。

50Mbps 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数

达 2.62 亿户，100Mbps 及以上固定宽带接

入用户超四成。2 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

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3.55

亿户，1—2月净增 604万户。50Mbps及以

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

数达 2.62亿户，占总用户数的 73.8%，1—2

月净增 1785 万户；100Mbps及以上接入速

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1.54

亿户，占总用户数的 43.4%，1—2 月净增

1839 万户。光纤接入（FTTH/O）用户总

数达到 3.02亿户，占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总数的85.1%。

IPTV用户净增 800万户，光纤接入普

及继续推动IPTV业务发展。2月末，移动

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2.8亿户，1—2月净

增达 1008 万户，同比增长 14.8%。使用手

机上网的用户 11.9亿户，对移动电话用户

的渗透率为 82.3%。IPTV 用户总数 1.3 亿

户，1—2月净增800万户。

电信业务使用情况

移动电话通话量降幅继续扩大。1—2

月，全国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完成4008

亿分钟，同比下降 4.9%；全国固定本地

电话通话时长完成 195 亿分钟，同比下

降 17.8%。

移动短信业务量和收入同比实现由负

转正。受春节期间企业短信业务爆炸式增

长影响，1—2 月，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完

成 1114 亿条，同比上升 8.4%，增速实现由

负转正。移动短信业务收入完成57亿元，

同比增长 1.3%。移动彩信业务量同比下

降11.2%，发送总量72亿条。

当 月 户 均 移 动 互 联 网 接 入 流 量 达

2.63GB。1—2 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

68.9亿GB，同比增长186%。其中，通过手

机上网的流量达到 67.2 亿 GB，同比增长

206%，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的97.5%。2月

当 月 户 均 移 动 互 联 网 接 入 流 量 达 到

2.63GB，同比增长151%。

地区发展情况

中部地区 50M 以上速率固定宽带接

入用户占比保持领先。2 月末，东、中、西

部地区 50M 及以上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分别达到 12930 万户、7325 万户和

5928万户，占本地区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的

比重分别为 73.5%、77.9%和 70.2%，中部

地区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河南、河北、内

蒙古、北京和宁夏的 50M 及以上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居全国前五位，占

比均超过85%。

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
同比增长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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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了解到，自今

年以来，湖北省工业战线紧紧围绕稳

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贯彻

省政府关于第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

“开门红”调度会精神，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早谋划、快部署、紧行动，铆足干

劲冲刺工业首季“开门红”。1—2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同

比提高0.8个百分点，工业经济运行起

步向好。

一 是 增 加 值 增 速 更 快 。 1—2

月，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8%，同比提高 0.8 个百分点，比去

年全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0.8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制造

业增长 7.2%，采矿业增长 14.6%，同比

提高 15.1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3.4%，同比

提高 17 个百分点。从中部看，工业

增速快于山西（7.7%）、河南（7.7%），

低于江西（9.4%）、安徽（8.6%）、湖南

（8.1%），居中部第 4。在 全 国 排 第

15 位。

二是开工复工更早。春节期间，

全省有667户节令产品生产企业和订

单充裕的企业加班加点生产，较去年

同期增多。正月十五全省工业企业

开工率 94%，同比提高 1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汽车行业开工率为 97.5%，

与电子信息行业并列居全行业首位，

机械行业开工率为 95.5%，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1.5个百分点。钢铁、化工、

建材等原材料行业中连续作业的多

数企业春节期间坚持生产，冶金、石

化、建材行业开工率为 90.2%、92.1%

和93.6%。

三是结构调整更优。先进制造业

中的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专用设

备、电气机械、汽车、医药行业增速领

跑全省工业，分别增长 17.4%、13.2%、

13.4%、9.4%、9%、8.6%。与此同时，

1—2月，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部分

重点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较快。其

中，计算机制造（369.8%）、城市轨道交

通设备制造（80.7%）、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 业（53.4%）、生 物 药 品 制 品 制 造

（43.4%）、通信设备制造（41.3%）、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26.2%）、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26.1%）、仪器仪表制造

业（21.2%）等行业用电增幅较大，表

明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势头

良好。

四是工业产品生产劲头更足。

1—2月，在全省最主要的60种工业产

品中，有33种增产，其中发电设备、冰

箱、液晶电视、城市轨道车辆、卷烟、新

能源汽车、载货汽车、空调、精炼铜产

量 分 别 大 幅 增 长 212.3% 、143.5% 、

74.1%、71.9%、61.1%、54.3%、24.5%、

23.8%、18.1%。从全国范围看，湖北省

平板玻璃产量 1418.1 万重箱，增长

1.7%，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河北、广东；

汽车产量 42.3 万辆，增长 1.2%，居全

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广东。

五是区域增长更均衡。1—2月，

在17个市（州）中武汉、孝感、荆州、咸

宁、随州、恩施等 9 个同比加快；武

汉、荆州、咸宁、随州等6个增长8%以

上，增速居市（州）前列。“在一主两

副”中武汉拉动作用明显，增长 9.5%，

同比提高 4.1 个百分点，在稳定全省

工 业 增 长 中 贡 献 突 出 ；襄 阳 增 长

7.7%，较去年全年加快 1.5 个百分点；

宜昌增长 7.1%，较去年全年加快 7.2

个百分点。

本报讯 北京市经信委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1—2 月，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

增长6.8%（按可比价格计算）。

分经济类型看，1—2 月，国有企业增加值比上年

同期增长22.1%；股份制企业增长5.6%；“三资”企业增

长1.8%。

分轻重工业看，1—2 月，轻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

期增长19.7%；重工业增长2.9%。

分行业看，1—2月，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4

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其中，医药制造业增加值比

上年同期增长29.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增长7.3%；汽车制造业下降11.8%；通用设备制造

业增长 1.3%；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7.2%；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6.8%。

从主要工业产品看，1—2 月，北京市生产汽车 30

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 21.2%。其中，轿车 14.2 万辆，

下降20%；载货汽车6.2万辆，下降12.6%。生产微型计

算机 62.7 万台，增长 10.2%；生产手机 972.9 万部，增

长 65.7%。

1—2 月，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100.6%，比上年

同期降低 0.1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2831.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其中，实现出口交

货值160亿元，增长13.4%；实现内销产值2671.5亿元，

增长6.4%。

本报讯 安徽省经信委日前透露，今年前

两个月，安徽以五大发展行动计划为总抓手，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根本要求，大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全省工业

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工业运行主要表现为

“一稳二快三好四关注”。

“一稳”，即工业经济平稳开局。前两个月，

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为

近3年来同期最好水平，较去年同期提高0.7个

百分点，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居全

国第9位，中部第2位，在全国位次与去年同期

持平。

“二快”。一是部分传统行业增长快。在

贡献率居前 5 位的行业中，有 4 个是安徽省传

统优势行业，分别是电气机械、烟草、电力和有

色 行 业 ，分 别 增 长 12.5% 、23.4% 、12.1% 和

12.1%，贡献率分别为 15.8%、9%、8.5%和 6.5%，

主要受光伏及光纤增长、总部配额大幅增加、

低温引起电力需求增长和铜价上涨等因素推

动行业增长。二是新产品增长快。生产工业

机器人 468台（套），增长17.3%；新能源汽车1.6

万辆，增长1.4倍；光纤、光缆分别增长55.1%和

58.2%；计算机 253 万台，增长 39.4%；集成电路

增长4.7倍。

“三好”。一是工业用电增势强。前两个

月，全省工业用电量增长14.9%，较去年同期提

高10.5个百分点。二是工业增值税增速高。前

两个月，安徽省工业增值税增长40.3%，较同期

提高24.6个百分点。三是工业投资增长好。工

业投资增长14.1%，较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创

2016年以来新高。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7.9%，

较同期提高 9.5 个百分点，创 2014 年下半年以

来新高。

“四关注”。一是关注中心城市增速。前

两个月，合肥、芜湖两市增速均为 8.4%，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两市占比高达全省总量的1/3，

对全省增速下拉作用明显，主要受汽车行业增

速影响较大。二是关注制造业增速。制造业

是工业的主体，也是安徽省工业发展的主动

力，占工业比重高达近九成，前两个月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8.4%，低于工业增速0.2个百点，较

同期回落 0.5个百分点。三是关注汽车整车制

造。汽车整车制造业同比下降 13.3%（同期增

长12%），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7.5个百分点，汽

车产量同比下降18.7%。四是关注电子信息工

业。电子信息工业增长 12.7%，较同期回落 8.9

个百分点。

本报讯 山西省经信委日前公布了山西省

前两个月的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2

月，山西省经济延续去年以来稳中向好发展态

势，工业加快发展，市场消费明显回升，总体实

现速度加快、效益提升的良好开局。

工业生产继续加速。1—2月，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7%，增速比去年同期、2017

年全年分别提高2.9个、0.7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工业快速增长。1—2

月，按照五大行业分类，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29.4%，较2017年全年加快15.5个百分点；

消费品工业增长 15.4%，加快 13.4个百分点；材

料与化学工业增长 12.2%，加快 4.1 个百分点；

能源工业增长 3.9%，较 2017 年全年回落 2.3 个

百分点；其他工业下降 11.1%，降幅扩大 9.1 个

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高速增长。在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31.1%，其中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40.7%；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 29.4%，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 57.7%，

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1.5%。

用电量增速加快。全省全社会用电量352.3

亿千瓦时，增长14.1%，增速较2017年全年加快

3.3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量 260.7 亿千瓦

时，增长13.0%，加快1.9个百分点。新产业用电

量快速增长，1—2月份，全省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用电量增长24.9%，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10倍。

发展享受型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在全省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中，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

品类、通信器材类和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同

比分别增长17%、15.3%和10.8%，均快于限上零

售额增速。

网购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全省限额以上

消费品零售额中，网上商品零售额 5.9亿元，增

长 16.8%。旅游业保持快速发展，房地产销售

持续加快。

工业投资加快回升，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较

快增长。1—2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85.2

亿元，下降 3.7%。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完成 5.6

亿元，下降53.6%；第二产业投资完成78.5亿元，

增长 5.8%；第三产业投资完成 101.1亿元，下降

4.7%。工业投资加快回升，非煤产业投资拉动作

用明显。1—2月份，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8.3%，较2017年全年加快5.2个百分点。工业

技改投资成倍增长，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较快增

长。全省工业企业技改投资完成22.5亿元，增长

1.8 倍；新能源发电完成投资 7.8 亿元，增长

68.9%。全省制造业投资完成 38.7 亿元，增长

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完成4.6亿元，增

长6.4%。

1—2月北京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6.8%

前两月安徽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6%

1—2月湖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1—2月山西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