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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2018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PPI分月增速（%）

2018年以来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增速变动情况（%）

2018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动情况（%）

2018年以来电子元件行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以来电子器件行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2018年以来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分月增速（%）

1—4月福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13.1%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在上海启用

本报讯 据湖南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数据，1—4 月，湖南省工业

经济主要效益指标持续向好，增幅

跃居全国前列。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 企 业 累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291.76 亿元，同比增长 8.2%；增

速居全国第 10 位，同比前移 7 位。

实现利润总额 563.14 亿元，同比增

长 18.2%；增速居全国第 3 位，同比

前移 14 位，中部六省第 1 位。其

中，制造业实现利润 522.6 亿元，同

比增长16.7%。

1—4月，每百元资产实现营业

收入 124.3 元，同比增加 4.1 元。人

均营业收入 117.9 万元，同比增加

10.3万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

本为82.11元，同比降低0.44元。企

业亏损面 9.5%，环比下降 0.9 个百

分点，盈利企业数量占比居中部六

省第 1 位；亏损企业亏损额 55.5 亿

元，同比下降 15.1%。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2.3%，

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4.5个百分点。

本报讯 福建省统计局日前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4 月，福

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 额 1100.8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1%，生产销售增速回落，工业经

济效益状况有所改善。

1—4月，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00.82 亿元，

同比增长 13.1%，增幅比 1—3 月回

落0.9个百分点。

1—4月，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 124.55

亿元，下降 6.8%；股份制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735.75亿元，增长13.1%；

外商及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349.63亿元，增长12.5%。

1—4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12.34 亿元，同比增长 12.9%；制造

业实现利润总额 1030.96 亿元，增

长 12.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57.52亿

元，增长26.8%。

1—4 月，在 38 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28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10 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行业有：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35.9%，非金属

矿采选业增长 30.1%，农副食品加

工业增长 33.5%，烟草制品业增长

31.3%，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增长 32.3%，造纸和纸制品业

增长 36.1%，文教、工美、体育和娱

乐用品制造业增长 48.6%，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29.4%，

金属制品业增长29.5%，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

长78.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

长 38.7%，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 53.8%。利润下降的主要行业

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下降 20.0%，

化学纤维制造业下降12.7%，汽车制

造业下降 42.9%，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11.1%，燃气

生产和供应业下降34.8%、水生产和

供应业下降17.2%。

1—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7601.60 亿 元 ，增

长 12.6%。

4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 4936.73亿元，同比

下降 8.0%；产成品存货 1612.21 亿

元，增长8.3%。

1—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

业收入利润率为 6.25%，同比增加

0.03 个百分点；每百元营业收入中

的成本为 86.95 元，同比减少 0.02

元；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

149.87 元，同比增加 7.23 元；人均营

业收入 134.76 万元，同比增加 14.72

万元；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2.3

天，同比减少 0.4 天；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30.2 天，同比

减少 3.4 天。4 月末，资产负债率为

51.8%，同比降低0.8个百分点。

福建省统计局有关负责同志对

福建省 2019 年 1—4 月工业利润数

据进行了解读。

一方面，生产销售增速回落。

1—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现价增幅比1—3月回落0.4个

百分点；营业收入增幅比1—3月回

落1.2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电气机械、石油加

工、酒饮料、造纸等行业利润回落明

显。1—4月，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利润增幅比1—3月回落39.6个百分

点，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利

润增幅回落20.0个百分点，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利润增幅回落 9.1

个百分点，造纸和纸制品业利润增

幅回落10.9个百分点。这4个行业合

计影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

比1—3月份减缓0.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工业经济效益状况

有所改善。

一是单位成本费用减少。1—4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成本费用为93.49元，同比

减少0.04元。

二是杠杆率明显降低。4 月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为51.80%，同比降低0.8个百分点。

三是资金周转加快。4 月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

天数为 12.3 天，同比减少 0.4 天；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

30.2天，同比减少3.4天。

四是盈利能力提高。1—4月，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 6.25%，同比提高 0.03 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利润率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0.05个百分点。 （福 信）

本报讯 5 月 31 日，国家智能

传感器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正式在

上海市嘉定区启用，并同期举办智

能汽车交流会。上汽乘用车、华为、

驭势汽车、上海矽杰、AMS、上海博

泰等参与互动交流。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联

合实验室是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

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依

托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传感器关

键共性技术和领军企业的先进器

件方案，开发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系统，为技术创新和标准化提供实

验环境。联合实验室以行业及市场

需求为导向，面向七大应用领域提

供智能传感器验证及中试平台，缩

短开发周期，加快创新成果规模

商用。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联合

实验室规划占地2000平方米，一期

已启用，合作单位50余家。在传感

器器件领域，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

中心联合实验室重点关注运动传感

器、光学传感器、声学传感器、环境

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和射频传感器

六大领域以及物联网通信模块，建

设了传感器大数据库，目前已收录

超过1万款传感器。在传感器应用

领域，面向智能汽车、工业物联网、

智慧楼宇与家居、智慧农业、生物医

疗、环境监测和机器人七大智能传

感器主要应用领域提供验证及演示

平台。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半导体

产业联盟成立。

山西省半导体产业联盟的成

立，旨在搭建起信息交流、技术合

作、市场应用等方面的共享平台，在

创新协同、合作协同、人才协同和管

理协同上发力，加强山西省半导体产

业新要素集约，构建并优化产业生

态链，促进各环节资源整合与交流

合作，推动创新突破和规模化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山西省半导体

产业快速发展，已有50余家相关企

业，在碳化硅、砷化镓、蓝宝石等半

导体材料及衬底、深紫外 LED、红

外探测等芯片制造、PERC、异质结

等高效光伏电池制造、超小间距

LED 显示屏、半导体工业用智能制

造设备等诸多领域达到国内国际先

进水平。2018年产值规模超过 100

亿元，呈现出新建项目多、投资强度

大、发展速度快等特点。

山西省半导体产业联盟成立

1—4月湖南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居全国第三

总体情况

1—4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9.0%，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3.6

个百分点。4月份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

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1—4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

交货值同比增长 4.9%，增速同比回落 2.6 个

百分点。4 月份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4%，

增速比上月加快6.2个百分点。

1—4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6.1%，利润同比下降15.3%，营

业收入利润率为 2.93%，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6.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同比增长5.4%。

1—4月，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PPI）同比增长0.3%。4月份，电子信息制

造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增长0.3%，比上月

提高0.1个百分点。

1—4月，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6.7%，比1—3月加快1.2个百分点，

高于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4.2个百分点。

主要分行业情况

（一）通信设备制造业
1—4月，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8.6%，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3.4%。主要产

品中，手机产量同比下降10.9%，其中智能手

机产量同比下降9.5%。

1—4月，通信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8.7%，利润同比下降13.0%。

（二）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1—4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出口交货值同比

下降2.3%。主要产品中，电子元件产量同比

下降31.2%。

1—4月，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0.4%，利润同比下降15.6%。

（三）电子器件制造业
1—4月，电子器件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8.8%，出口交货值比增长7.0%。主要产品

中，集成电路产量同比下降6.7%。

1—4月，电子器件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10.6%，利润同比下降23.6%。

（四）计算机制造业
1—4月，计算机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0%。主要产品

中，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同比增长3.6%。其

中，笔记本电脑产量同比增长 0.6%，平板电

脑产量同比增长27.6%。

1—4月，计算机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5.6%，利润同比下降1.1%。

（注：文中统计数据除注明外，其余均为
国家统计局数据或据此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