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上服务业运行向好  增长质量稳步提升 

      --1-8 月连云港市服务业运行情况分析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经受

住疫情带来的巨大考验，恢复态势稳定，发展质量持续上升，

增长势头进一步巩固，重点行业支撑稳定，企业经济效益持

续好转，服务业经济发展呈现较强韧性。 

一、规模以上服务业发展综述 

（一）营业收入保持较高增速 

今年 1-8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450.60 亿元，同比增长 39.9%，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10.2

个百分点，在全省排名第三，仅低于泰州市和常州市。今年

1-8 月份，连云港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十大行业门类营业收入

全部实现正增长，增速超过 40%的有四大门类，其中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增长 7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50.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45.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增长 45.0%。 

1-8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分行业营业收入 

  单位数 营业收入（亿元） 增长（%） 

合计 490 450.60  39.9  

核算行业 302 294.52  48.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8 223.68  45.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4 39.13  15.0  

房地产业 21 4.82  24.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5 65.48  50.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6 64.19  45.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0 28.39  29.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2 6.80  25.1  

教育 21 5.64  20.5  

卫生和社会工作 16 9.87  9.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7 2.59  77.5  

（二）核算行业增速高于全部行业 

从核算行业看，目前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用于核算的行

业大类有 17 个。今年 1-8 月份，用于国民经济核算行业共

实现营业收入 294.52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48.7%，增幅高于

全行业 12.3 个百分点。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特别是核算行

业增速较高，对全市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给全市

国民经济核算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企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同期由于疫情因素影响，全市服务业企业经营还没有完

全摆脱困境，大量企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亏损情况。今年 1-8

月份，全市 490 家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利润 18.53 亿元，同

比增幅高达 116.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74.5 个百分点，在

全省排名第三。其中亏损企业 131 家，亏损面为 26.6%，与

同期相比亏损面下降 3.9 个百分点，与上月相比下降 1.4 个

百分点。从具体门类看，在现有 10 个门类中 7 个盈利 3 个

亏损，营利较好的行业依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亏损较大的行业分别是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 



（四）支柱行业门类拉动明显 

今年 1-8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十大门类全部实现

增长。具体来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交通运输和仓储及邮政

业，累计营业收入达到 223.68 亿元，占全部规上服务业比

重为 49.8%，增速高达 45.5%，拉动全市规上服务业增长 21.2

个百分点；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累计实现

65.48 亿元，占规上服务业的比重为 14.6%，增速高达 50.1%，

拉动全市规上服务业增长 6.6 个百分点；位居第三的是科研

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累计完成 64.19 亿元，占规上服务

业的比重为 14.3%，增速为 45.0%，拉动全市规上服务业增

长 6.0 个百分点。 

（五）重点企业对经济贡献突出 

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看，今年 1-8 月份，全市营业收

入实现增长的占比达到 70.8%，其中营业收入过 5 亿元企业

21 家，共实现营业收入 230.23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

业比重高达 51.1%，对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高

达 60.9%，拉动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 22.1%；其中营业

收入过亿元企业 81 家，共实现营业收入 351.21 亿元，占全

市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高达 77.9%，对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6.8%，拉动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

31.6%。 

二、服务业企业景气状况 



（一）近九成企业认可当前经营状况 

据调查，今年 1-8 月份，全市有高达 89.3%的企业确认

当前经营状况正常或较好，其中认为较好的达到 34.3%。另

有高达 91.6%的企业认为下季度本企业经营状况能够达到或

好于预期，其中认为好于预期的达 31.9%。从本行业看，有

91.8%的企业认为本企业所在行业经营状况总体正常或较

好，其中较好的比例达 28.6%。另有 94.5%的企业认为下季

度本行业经营状况能够达到或好于预期，其中认为好于预期

的达 31.3%。 

（二）超九成企业认可当前经济形势 

据调查，今年 1-8 月份，在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

有高达 96.2%的企业认可当前服务业经济运行状况处于正常

或高于正常水平，仅有 3.8%的企业认为低于正常水平。从盈

利情况看，全市有 75.4%的企业确认本企业当前盈利情况好

于上季度，而低于上季度企业比重为 24.6%。影响当前服务

业经济向好的主要因素是业务量确实明显增加，其中比例达

到 69.3%。另外，有 16.3%的企业认为企业经营成本等减少

对经济增长有较好影响。 

（三）近九成企业收入增长好于同期 

据调查，今年 1-8 月份，与同期相比，全市有 86.3%的

企业认为营业收入持平或增长，其中认为明显增加的企业达



32.4%；全市有 84.2%的企业确认营业收入好于 2019 年同期

水平，其中认为明显增加的达到 34.0%。 

三、服务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今年 1-8 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整体情况较好，但

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服务业全年高质发展仍需继续努力。 

（一）总量增幅放缓态势有待高度重视 

从增长态势看，由于疫情影响，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增

速呈现开年高增长后逐步回落的趋势。具体来看，规模以上

服务业营业收入 1-2 月份增长 59.3%，然后开始逐步回落到

1-8 月份增长 39.9%，增幅累计回落 19.4 个百分点，其中纳

入核算行业增幅回落 30.7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去年疫情

逐步好转同期数据不断走高，同时今年疫情反复也对全市服

务业经济造成一定影响。 

 



随着去年经济增长逐步恢复以及基数问题，加之今年出

现的疫情反复情况，预计在剩余月份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增

长将进一步放缓，甚至可能出现个别月份下降的情况，值得

高度关注并加以预防。 

（二）行业差距问题依然比较明显 

从具体行业看，我市交通运输在全市服务业中无论是单

位总数或是收入总量等均是绝对第一，这充分反映出我市以

港口及交通物流为主的经济特点。今年以来，我市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水利及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规模在各门类

中位居前列，与其他行业门类差距依然比较明显。 

据统计，上述五大门类营业收入占全市规上服务业比重

达九成以上，而其他服务行业发展缓慢，所占比重呈现下降

趋势，其中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文化

体育和娱乐行业等，占全省同行业的比重均不足 1%，全市服

务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有待改进。 

（三）疫情对服务业发展影响不可忽视 

从我市乃至全省和全国来看，当前疫情对服务业以及整

体经济发展仍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连云港是全省三大重点旅

游区之一，是全国重要旅游城市，随着周边城市疫情形势严

峻，今年以来旅游相关产业复苏明显受阻，总量和增速均表



现不够理想；另外港口、外贸行业压力增大，其中部分业务

仍未得到很好恢复，对我市服务业全面发展影响较为明显。 

（四）部分重点企业增长难度加大 

由于多种原因影响，今年以来，全市部分重点服务业企

业生产经营仍然存在一定困难。从规模以上服务业看，1-8

月份，全市现有规上服务业企业中，企业亏损面以及营业收

入表现下降的企业均接近三成。 

另据调查，尽管疫情全面好转，但在全市现有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中，仍有接近 10%的企业认为下季度营业收入将

呈现下降趋势，仍有超过 5%的企业认为其经济效益将继续表

现不够理想，对今后发展信心表现不足，亟需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扶持改观。 

四、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 

2021 年，随着市经济的持续稳定恢复和服务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建议进一步加强市场研究，继续扶持受挫行业，

精准释放“稳保”政策红利，着力激发新动能发展潜力，为

“十四五”服务业发展起好步、开好头。 

（一）突出制造业支撑作用，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够推动城市化

进程的同时，拉动现代服务业需求，推动现代服务业规模和

层次的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坚持工业立市、产业强市



战略，优化产业布局，培育现代新兴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发展步伐。 

（二）要加大投入，加速培育新兴服务业 

连云港要充分抓住“一带一路”及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大好时机，要进一步紧紧抓住国家自贸区入驻大好历史

机遇，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大投入。要进一步调整

投资结构，扎实提高和改进投资效益，不遗余力招引大项目，

找准支撑点，积极寻求服务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力争短

期内使全市服务业固定资产投入取得突破。要全力做好新兴

服务业的发展、扶持和培育，借助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的趋势，大力推进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做大做强

我市服务业经济。 

（三）要探索消费创新模式，全面推动行业复苏 

在不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市场分析，充

分发挥新消费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推动线下

服务消费“触网”，促进住宿、旅游、家政、教育、养老等

服务消费模式创新，全力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对疫情下受挫

行业，继续保持较高强度的促进消费政策，鼓励居民消费；

同时借助多条高铁开通的有利契机，进一步加强文旅业的交

流合作，通过“网络+”将旅游、体育、文化、农业等要素

结合在一起，推动相关行业快速复苏。 

（四）要强化政策支持保障，努力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继续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进

一步优化交通物流、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市场建设、电子

商务等各类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加大对服务业集聚园区、重

大项目、龙头企业、试点示范、品牌创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精准帮扶重点服务业企业降低用能、用地、用工以及物流环

节成本。全面落实“援企稳岗”各项政策，加大服务业就业

培训和保障力度，确保服务业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