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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运行报告（2020）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内容摘要]

2019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稳定发展的艰巨任务，新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做好“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新疆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进中趋好、好中调优”态势；金融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结构调优、改革深化”特征。

2019年，新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597.1亿元，同比增长6.2%，高于上年0.1个百分点，经济内生动

力在转换中增强，质量效益在转型中提升。一是经济结构持续向好，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稳

中调优，产业化步伐加快；工业经济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

展的三轮驱动下加快转型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明显高于一般工业；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同比提高5.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于上年4.1个百分点，连续5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

力。经济总体呈现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特点。二是内需驱动力加大，外贸市场逆势

增长。围绕新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保障、社会民生工程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投资

调优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加强，2019年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高于上年27.7个百分点，稳增长

关键作用有效发挥。消费市场稳中有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高于上年0.3个百分点，

乡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绿色智能产品和网上消费快速增长。外贸逆势回升，由负转正，进出口贸易额

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4.8%和65.1%，贸易顺差859.7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贸易对象呈多元化。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经济内生动力增强。煤炭去产能任务全面完成，

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6.5%。“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大规模减税降费促进新疆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同比增长26%。交通、水利、能源等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2019年实现64.5万

贫困人口脱贫、976个贫困村退出、12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1.2%，补短板力度加大；以丝绸

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和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载体开展20项科技创新试点，新动能不

断激发。四是加快美丽新疆建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坚持绿色发展，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场标志性战役，持续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统筹推进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和节能降耗。

14个地州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河流优良水质比例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完成造林

214.2万亩，治理沙化土地524.9万亩，清洁能源发电量增速高出总发电量2个百分点，占比上升0.8个百

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速放缓，能耗拉动作用明显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0.74个百分

点。五是物价总体平稳，居民收入跑赢财政增长，农村跑赢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9%，低

于上年 0.1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同比上涨2.1%，高于城市0.3个百分点。聚焦重点群体和深度贫困地区

全面落实“稳就业”政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6%，高于城镇3.8个百分点，其中农村

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5.8%，高于城镇1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加速缩小的趋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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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0.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73.2%，同比增长3%。

2019年，新疆主要金融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规模同步扩大，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下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金融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不断提升。一是社会

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信贷支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力度稳固。2019年末，新疆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6%，2019年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上年的2.1倍。新疆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

同比分别增长4.8%和9.3%，增速均高于上年。信贷稳增长、保民生特征显著，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同比增

长9%，有力支持固定资产投资落地；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5.9%，增量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量的47.6%，

融资难问题有所缓解；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同比增长9.1%，南疆四地州贷款同比增长10.8%，金融支持脱

贫攻坚扎实推进；涉农贷款同比增长5.7%，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惠及人数不断增多，普惠金融增量

扩面。二是股票、证券等交易活跃，金融市场融资功能有效发挥。A股上市公司数领跑西北五省，2019

年新疆企业通过股权再融资、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定向增发等方式实现资本市场融资492.1亿元，

发行各类债券3057.8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居西北五省第二。20亿元绿色

金融债券、2亿元绿色中期票据、1亿元新疆首单产业扶贫票据成功发行，新疆首单资产支持票据成功注

册，债券产品不断丰富。票据市场加快发展，2019年黄金业务累计发生额同比增长22.3%。三是保险业

体系不断完善，风险保障能力明显加强。保险机构持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新疆首家政策性保险

机构于年内成立。2019年新疆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同比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累计提供风险

保障和赔付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2.9%和15%，保险服务乡村振兴、中小微企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显

著。农险保障范围日益拓展，商车改革成果巩固，人身险改革成效初显，保险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四

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绿色金融、跨境人民币创新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持续深化。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推广应用，以市场化改革方式促进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2019年末人民币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59%，较年初下降0.55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66%，较年内最高点

下降0.39个百分点。新疆首家非银行业绿色金融事业部揭牌，绿色项目库升级扩容，哈密市、昌吉州、

克拉玛依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3%，首个绿色小额农户信贷管理系统上

线，绿色金融创新取得新进展。“丝路货币区域交易信息平台”英文和俄文版本正式上线，哈萨克斯坦

坚戈跨省交易平盘业务实现零突破，新疆跨境人民币收付额同比增长17.8%。五是金融服务获取便利度

提升，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2019年企业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达成交易额同比增长20.5%，

农村信用产品助力脱贫攻坚取得成效，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长效机制逐步建立，移动支付在公交扫码

乘车、社保缴费、乡村旅游等行业实现全面突破，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支付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完善。

展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冲击，经济发展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可能进一步显现，面临

挑战增多，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变。新疆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健康稳步发展，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同步发展，第三产业在旅游业及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带动下有望保持平稳增

长。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稳固，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民间投资活力增强，投资将持续发挥稳定经济增长的

关键作用；传统消费提档升级、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培育，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进出口贸易将随着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推进保持增长。2020年，新疆金融业将坚持“稳”字当头，认真执行稳健

的货币政策，以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以防控金融风险为底线，落

实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积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过后的金融支持工作，保持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

模增长同新疆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新疆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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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19 年，新疆金融运行稳中向好，社会融

资规模合理增长，信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度

稳固，证券、保险融资及风险保障功能有效发

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环境建设有

序推进，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金融服务新疆经

济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一）银行业发展稳中向好，服务实

体经济力度稳固

1.银行业机构增多，资产负债规模小幅增

长。2019 年末，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营业

网点 3615 个、从业人员 63255 人，分别较上年

增加 106 个、973 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124

个，与上年持平，年内平安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正式开业。银行业资产、负债总额均同比增长

5.7%，财务、信托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增长快于银行业平均水

平。

表 1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情况

数据来源：新疆银保监局。

2.存款呈“倒 V 型”走势，总体增长好于

上年。2019 年末，新疆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高于上年 1.9 个百分

点，呈现上半年“快速冲高”、下半年“增速

放缓”特征，月度增速波动幅度较大。其中，

企业、住户存款同比分别增长 5.8%，定期存款

同比增长 15.9%，存款稳定性有所增强。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图 1 201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机

构人民币存款增长变化

3.贷款余额突破 2 万亿元，有力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2019 年末，新疆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 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高于上年 1.9

个百分点，增势总体平稳。其中，中长期贷款

同比增长 9.8%，增量占比 64.1%，对贷款增长

支撑明显；短期贷款同比增长 7.3%，高于上年

7 个百分点。

信贷助力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成

效显著。2019 年末，新疆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同

比增长 9%，增速自上年末以来连续回升。小微

企业贷款同比增长 15.9%，高于企业贷款同比

增速 7.3 个百分点，增量占全部企业贷款增量

的 47.6%，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有所缓解。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同比增长 9.1%，南疆四地州贷

款同比增速高于新疆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

金融精准扶贫扎实推进。涉农贷款同比增长

5.7%，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惠及人数不断

增多，普惠金融增量扩面。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图 2 201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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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外业务保持增长，业务集中于国有及

股份制商业银行。2019 年末，新疆银行业金融

机构表外业务余额同比增长 16.4%。其中，承

兑汇票交易增加带动担保类业务同比增长

34%；承诺类、金融资产服务类业务同比分别增

长 23.9%和 4.6%；金融衍生品余额是上年末的

2.6 倍。

5.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贷款

利率下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

革促进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效果逐步显现，12

月，新疆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5.59%，较

年初下降 0.55 个百分点；小微型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 4.66%，较年内最高点下降 0.39 个百

分点。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三农”融资成本降

低，2019 年四季度，金融机构借用支农再贷款

发放的涉农贷款利率低于其自有资金发放的同

类贷款利率 2.3 个百分点。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自律作用进一步发挥，新疆人民币存款利

率基本平稳，外汇存款余额减少，美元存款加

权平均利率下行。

表 2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各利率区间占比

单位：%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下浮 9.1 5.9 11.4 7.8 9.3 12.2 11.4

基准 21.4 26.6 24.9 18.6 25.8 30.8 26.3

小计 69.5 67.5 63.7 73.7 64.9 57.1 62.2

(1.0-1.1] 16.7 18.8 13.6 16.5 22.0 17.7 20.1

(1.1-1.3] 21.9 12.1 19.5 21.0 17.3 15.9 14.6

(1.3-1.5] 6.5 8.4 6.5 6.5 5.6 6.2 6.4

(1.5-2.0] 12.4 13.4 12.2 17.4 12.8 11.5 14.5

2.0以上 12.0 14.9 11.9 12.3 7.3 5.8 6.6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LPR减点 6.4 8.7 7.7 6.7 8.7

LPR 0.0 0.2 1.0 1.8 2.0

小计 93.6 91.1 91.3 91.6 89.3

（LPR，LPR+0.5%) 35.6 37.8 41.9 34.1 39.8

[LPR+0.5%，LPR+1.5%) 24.5 24.9 16.2 20.8 19.1

[LPR+1.5%，LPR+3%) 10.8 10.4 11.2 11.7 11.9

[LPR+3%，LPR+5%) 16.4 12.5 15.3 16.8 13.3

LPR+5%及以上 6.3 5.5 6.7 8.2 5.2

月份

LP

R
加
点

上

浮

月份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图 3 201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

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6.银行业资产质量压力有所缓释，风险整

体可控。2019 年末，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

贷款率为 1.6%，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

款的比重较年初下降 10.8 个百分点，关注类贷

款余额较年初下降 16.4%，隐性信贷风险有所

缓解。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稳

中向好，平均杠杆率、不良贷款率同比分别下

降 0.16 个和 0.44 个百分点，流动性较为充裕。

7.银行业改革持续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

制成效显著。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或“三

农”事业部有序设立，精准对接农业经营主体，

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信用社改制

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推进”“成熟

一家，改制一家”的原则下不断深化，年内共

有 5 家农村信用社成功改制为农商行。

8.聚焦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跨境

人民币业务增量扩面。2019 年，新疆跨境人民

币收付额同比增长 17.8%，其中，与新疆周边

十国业务结算量同比增长 21%。2019 年末，25

个国家或地区的 50 家境外银行在新疆开立了

60 个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哈萨克斯坦坚戈跨

省交易平盘业务实现零突破，区域市场支持全

国中哈本币结算的积极作用有效发挥。“丝路

货币区域交易信息平台”英文和俄文版本正式

上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主体了解丝

路货币区域交易信息更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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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精准施策 持续发力 新疆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见成效
近年来，新疆金融业坚持以助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目标，以南疆四地州为主战场，以扶

贫小额信贷为抓手，以产业扶贫为重点，以防范风险为底线，强化政策引导、创新工作思路、探

索扶贫模式，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一、健全工作机制，金融扶贫制度保障明显加强。在 2016 年地、州、市，县（市）三级金融

支持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专

班成功建立，《关于做好 2019 年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

贷管理的通知》及《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指引文件相继印发，金融

扶贫工作组织领导及政策支撑不断强化。

二、强化工具引导，货币政策工具资金撬动作用充分发挥。2019 年末，新疆扶贫再贷款限额

88.4 亿元、余额 73 亿元，其中，深度贫困地区限额、余额占比分别为 86.4%和 94.4%，年内新疆

首笔第三方质押扶贫再贷款成功发放，再贷款政策倾斜撬动更多信贷资金流向深度贫困地区。2019

年末，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本外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0.8%，高于新疆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累

计发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 38.5 亿元，支持 11 万贫困户实现易地搬迁。

三、聚焦产业带动，金融支持模式持续拓展。以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牛羊养殖等特色

产业的龙头企业为核心，以“产业引导、金融支持、公司带动、农户致富”为原则，创新推出如

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政府+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农户”五位一体闭环扶贫模式、阿克苏地区“金

融+企业+农户”牛羊托养所的新型农村经营模式等的一系列产业扶贫模式，2019 年末，新疆产业

精准扶贫贷款同比增长 52.9%，年内新疆首单 1 亿元产业扶贫票据成功发行，金融支持产业带动

脱贫致富成效明显。

四、完善基础设施，金融扶贫支农的长效机制有序构建。农村金融支付服务平台逐步搭建，

农村金融线上和线下业务融合持续深入，2019 年末，新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 10095 个，农村

地区共布放各类非现金结算工具 13.6 万台，贫困地区支付服务环境更趋优化。“农户+征信+信贷”

的信贷管理工作机制逐步形成，2019 年末，新疆 35 个贫困县共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

占比分别为 41%、43%和 40.6%，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日益完善。

（二）证券业运行平稳有序，资本市

场融资功能有效发挥

1.证券业机构保持稳定，证券交易额有所

增加。2019 年末，新疆证券分公司及以上机构

30 家，营业部 102 个，数量与上年持平。2019

年证券交易金额 16875.5 亿元，同比增加 3182

亿元。2019 年末，新疆证券业机构实现手续费

和佣金收入同比增长 33.9%，净利润同比增长

281.8%。

2.A 股上市公司数领跑西北五省，资本市

场融资功能有效发挥。2019 年末，新疆 A 股、

H股、新三板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 55 家、5 家、

72 家，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企业 24 家，其中，A

股上市公司数量居西北五省第一，总市值

6106.6 亿元。2019 年新疆企业实现资本市场融

资 492.1 亿元，其中，公司债券融资额、股权

融资额占比分别为 77%和 16.1%，7 家民营上市

公司合计获得 15.4 亿元流动性支持。

表 3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证券业基

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中期票据筹资额（亿元）

        

2 

2 
55 
80 
127 
196 

    53 
52 

—

数据来源：新疆证监局。

3.期货营业部数量减少，经营效益有所好

转。2019 年末，新疆期货经营机构共 11 家，

其中，总部设在辖内的法人期货公司 2 家，期

货分公司 3 家，营业部 6 家，总数较上年减少

2家。2019年期货累计成交额5762.2亿元。2019

年新疆期货经营机构营业收入 0.4 亿元，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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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0.08 亿元，降幅比上年收窄 0.3 亿元，手

续费收入 0.4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三）保险业体系不断完善，风险保

障能力明显加强

1.保险机构持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2019 年末，新疆保险主体机构、分支机构

数量分别为 34 家、1966 家，分别较上年增加 2

家、24 家，新疆首家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于年内成立。2019

年新疆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3.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1 个百分点，其中，

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保险深度

5%，保险密度 2630 元/人，同比分别增加 0.3

个百分点和 308.6 元/人。

表 4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保险业

基本情况

项 目 数量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 家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寿险经营主体（家）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人身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保险密度（元/人）

保险深度（%）

        

( )
    
               

1964 
    1344 
               620 

654 
    225 
               429 

238 
2630 

5 

—

—

—

数据来源：新疆保监局。

2.保险风险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服务重点

领域成效突出。2019 年新疆保险业提供风险保

障和赔付支出同比分别增长 42.9%和 15%。农业

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持续推进，出口信用保

险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保险融资增信功

能有效发挥，农业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

等险种赔付支出同比增速均超过 25%。2019 年

累计为重点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727.7 亿元，有

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3.保险业改革持续推进，市场活力进一步

激发。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品种范围

不断扩大，棉花“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持续推

进，红枣“保险+期货”试点及政策性稻谷、

小麦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制种保险正式启动。

商车改革成果巩固，车险业务保费收入同比增

长 8.3%。人身险改革成效初显，2019 年累计

新增保险额同比增长 18.1%。

（四）融资结构持续优化，金融市场

交易保持增长

1.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加快，银行信贷和政

府专项债券为主要支撑。2019 年末，新疆社会

融资规模存量 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2019

年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2948.3 亿元，是上年

的 2.1 倍。其中，银行信贷、政府专项债券增

量占比分别为 55.4%和 23%；企业债券及股票等

直接融资同比多增 268.3 亿元；表外融资同比

少减 759.6 亿元，负增长势头减缓。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图 4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融资

规模分布结构

2.债券融资小幅放缓，债券品种不断丰

富。 2019 年新疆发行各类债券 3057.8 亿元，

同比下降 3.5%。其中，同业拆借交易缩水超五

成，债券回购、现券交易同比分别增长 54.7%

和 33.1%，非金融企业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额同比增长 16.2%，发行规模居西北五省第二。

年内成功发行 20 亿元绿色金融债券、2亿元绿

色中期票据及 1 亿元新疆首单产业扶贫票据，

成功注册新疆首单资产支持票据，债券产品不

断丰富。

3.票据市场加快发展，支付及融资功能有

所增强。2019 年金融机构票据承兑、贴现发生

额分别为 3184.1 亿元和 5054.1 亿元，同比分

别增加 785 亿元和 1994.9 亿元。票据利率水平

下行并保持低位，2019 年转贴现、贴现加权平

均利率分别为 2.87%、3.84%，同比分别下降

1.41 个、1.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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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金融机

构票据业务量统计

单位：%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984.86 521.63 698.66 1195.62 26.03 13.67

2 1108.27 1219.14 795.04 2419.68 20.92 24.72

3 1239.22 2122.71 877.51 3628.41 23.96 40.62

4 1311.94 3184.10 982.33 4984.48 39.46 69.58

贴  现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

4.黄金市场活跃，交易额保持增长，价格

延续上涨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曲折反复、市

场避险情绪有所上升背景下，黄金市场交易活

跃，2019 年新疆累计发生黄金业务 100.1 吨、

319.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8%和 22.3%。

（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取得新进展

绿色金融配套支持政策不断完善，多层次

绿色专营机构建设稳步推进，2019 年末，三个
1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支行、绿色事业

部、绿色柜台数量分别为 14 家、24 家和 17 家，

新疆首家非银行业绿色金融事业部在昌吉市揭

牌。绿色项目库共纳入纯绿项目 384 个、总投

资 1949.5 亿元，覆盖地区由试验区扩展到伊犁

等 10 地市。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支

持绿色金融作用有效发挥，绿色信贷规模持续

扩大、产品体系逐步丰富。2019 年末，三个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 419.1 亿

元,同比增长 10.3%，其中，哈密市绿色贷款占

当地贷款比重达 39.3%，居全国试验区第一。

绿色保险稳步发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制度”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

（六）金融服务获取便利度提升，金

融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1.信用环境建设助力融资成效显著。13 家

担保机构接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促成

企业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达成交易

2436 笔、1214 亿元。农村信用环境不断完善，

2019年末，新疆35个贫困县共评定信用户72.8

1
三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分别为哈密市、昌吉

州、克拉玛依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万户，信用村 2652 个，信用乡（镇）219 个。

2.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长效机制逐步

建立。凝聚“市场＋网络”监管力量，金融广

告治理长效机制探索建立。创设“马背宣讲队”、

“乡村金融夜校”等特色宣讲平台，将金融知

识宣传教育融入“访惠聚”
2
、“民族团结一家

亲”
3
等干群帮扶工作，农村群众、贫困人口金

融素养不断提升。

3.支付服务普惠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二维

码、手机闪付、银行 APP 等移动支付产品的协

同发展，移动支付在公交扫码乘车、社保缴费、

乡村旅游等行业实现全面突破。128 个助农取

款服务点建成叠加自助服务、网上银行、智能

POS 等功能的综合金融服务站，自主开发上线

新疆农村支付服务环境电子地图系统，实现农

村支付数据的标准化采集和处理。2019 年末，

新疆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同比增长 36.1%；

农村地区共布放各类非现金结算工具同比增长

19.3%，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支付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19 年新疆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

不断提升。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13597.1亿元，

同比增长 6.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比 51.6%，同比提高 5.8 个百分点，

高于第二产业 16.3 个百分点。

（一）内外需双回升，需求结构持续

优化

投资和出口由负转正，企稳特征明显，结

构对标高质量发展，消费市场平稳，新型消费

业态增长迅速，内外需总体回升向好。

1.投资稳增长作用有效发挥，调优补短力

度加大。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触底反弹、

回正走稳，同比增长 2.5%，高于上年 27.7 个

百分点。基础设施保障、新兴产业发展、社会

民生工程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项目投资同比

增长 11.4%。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

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的基础设施投资占

2
“访惠聚”，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的“访民情、

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3
“民族团结一家亲”，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团

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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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34.9%，成为稳投资的重要引擎。工业投资

提速 13.7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降幅收窄，结

构优化，装备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投资同比

分别增长 22.3%和 15.4%。民生、民间投资增速

分别高于上年 23.5 个和 26.1 个百分点，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分别为 29.5%和 35.1%，高于上

年 1.8 个和 0.8 个百分点。住宅投资较快增长

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5 197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率

2.消费市场稳中有升，新型消费增长较

快。2019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5%，高于上年 0.3 个百分点。其中乡村消费

同比增长 7.5%，高于城镇 2.2 个百分点；商品

零售占比 86%，主导地位突出，但增速低于餐

饮收入 3.6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速企

稳回升，其中绿色智能产品高速增长，新能源

汽车同比增长 2.5 倍，穿戴类智能设备及智能

家居类增速分别达 87.5%和 97.6%。新疆企业实

现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6.5%，本地消费者通

过网购实现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5.9%，占新

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9.5%，高于上年 6.9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6 197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率

3.进出口逆势双增，利用外资同比下降。

口岸经济带建设加快，通关便利化水平提高，

出口货物通关时间比全国同期快 3.7 小时；中

欧班列开行 1102 列，同比增长 10%，营商环境

改善助推民营、国有企业外贸进出口双双实现

正增长。2019 年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18.5%，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9.9%和

57.9%。贸易对象呈多元化，除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三大贸易伙伴外，对澳大

利亚、新加坡、英国、南非、阿根廷等国家进

出口明显增长。2019 年实际利用外资 0.26 亿

美元，同比下降 85.8%，主要流向制造加工业、

服务业和农业。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7 197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

贸进出口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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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融合性增强，供给结构持

续升级

三次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3%、3.7%

和 8.1%，结构比例为 13.1:35.3:51.6，第三产

业对经济的贡献率 63.3%，高于上年 1 个百分

点，连续 5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农业生产稳中有升，产业化经营提质增

效。持续推进“稳粮、优棉、促畜、强果、兴

特色”，提升农业装备和机械化水平，加快农

业产业化步伐，推进特色农业向优质化发展。

2019 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850.7 亿元，

同比增长 5.4%。粮食供给能力稳中有升，棉花

总产量占全国比重 84.9%，高于上年 1.1 个百

分点；畜牧业、林果业质效双升，产量稳定增

长。特色农产品疆内疆外“两张网”建设和“百

城千店”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林果产品托市收

购政策实施促进产销衔接顺畅，南疆林果产品

首次成批量走出国门，产业化发展带动力增强。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现代农业产业园获批新疆

首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实施石油石化等传统产业重大技术改造工

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

成增加值同比增长 4.7%，高于上年 0.6 个百分

点。石油、非石油工业同步增长，同比增速分

别为 4.6%和 4.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4%和 11.4%，明

显高于一般工业。2019 年工业品销售产值同比

增长 4%，产销衔接合理，产销率 98.9%，高于

上年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5.4%，高于全国 1.6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8 197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

业增加值增长率

3.第三产业稳中有进，新业态新模式加快

发展。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 8.1%。商

贸物流中心和物流园区建设加快，建成 47 个县

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3000 个

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发展本土电商企业 1000

余家。育幼养老、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服务

业态及商业模式活力增强。2019 年新疆规模以

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6%，高于上

年 1.2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同比增长 34.3%，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其他服务业同比增速均有所加快。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经济内生

动力增强。煤炭去产能 144 万吨，全面完成去

产能任务。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 6.5%。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促

进各类市场主体快速增长。涉企经营服务性收

费项目缩减幅度达 45.8%，新疆实有各类市场

主体同比增长 26%。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力度

加大，年内 9个机场同时开建，56 条支线互飞

航线全面开通，所有地州市迈入高速公路时代，

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建立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

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帮扶。2019 年实现 64.5

万贫困人口脱贫、976 个贫困村退出、12 个贫

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 1.2%。以丝绸之路

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和乌昌石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为载体，开展了 20 项科技创新试

点，一批高新技术项目建成投产，新动能不断

激发。

5.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质效提

升。坚持绿色发展，严禁高污染、高能耗、高

排放项目，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 34 家，绿色工

厂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例排名全国第一。落

实河长制、湖长制，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场标志性战役，南疆四地

州“煤改电”（一期）工程完成 211 个乡镇 31.6

万户电供暖改造工程，14 个地州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同比提高 2.4 个百分点，河流优良水质比

例同比提高 1.2 个百分点。持续实施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完成造林 214.2 万亩，治理沙化土

地 524.9 万亩。统筹推进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和

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11.7%，

高出总发电量增速 2 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

业增速放缓，能耗拉动作用明显降低，单位工

业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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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价格稳定，工业品价格走

低

1.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2019 年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上涨 1.9%，低于上年 0.1 个百分

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保持在温

和上涨区间。其中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同比分别上涨 1.9%和 2.1%。食品烟酒类、其

他用品和服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于平均

指数 3 个和 1.3 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衣着

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 1.8%和

0.1%。

2.生产价格指数低位变化。2019 年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1.5%，降幅大于全

国 1.2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与

上年持平。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9 2001～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民消

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3.劳动力报酬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稳步提升，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 5.8%和 9.6%。其中农村居民工资性

收入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10.5个百分点，

高于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速 10.1 个百

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 3年快于城镇居

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2.6，收入

差距呈现出加速缩小的趋势。

4.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向纵深推进。进一步

推广“保险+期货”，运用市场化机制实现对棉

农利益的保护与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加强棉

花价格补贴政策落实，年内分九批次对 716 家

棉花加工企业进行审查公示，并接入棉花目标

价格改革信息平台，实现政策支持与管理服务

的精准对接。

（四）财政收入保持增长，支撑保障

作用增强

2019 年，新疆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0.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 73.2%，

同比增长 3%。减税降费带动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3.4%。地方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8.2%。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 84.4%，增长 5.6%。坚持

压减一般性支出，全力落实保工资、保运转、

保基本民生、保稳定支出，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支出占比达到 70%以上。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 1038 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等

重点领域、薄弱环节，财政支撑保障作用明显

增强。

数据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图 10 1978～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收

支状况

（五）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旅游业

蓬勃发展

1.房地产供需同步扩大，差别化调控政策

执行良好。2019 年末，新疆房地产开发投资完

成额 1074 亿元，同比增长 3.9%,高于上年同比

增速 4.3 个百分点，实现平稳增长。2019 年新

疆新建商品住宅面积 1511.8 万平方米，销售额

877.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5%和 35.3%，销

售情况有所好转。2019 年末，新疆房地产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9.3%，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但

降幅较三季度末收窄 9.1 个百分点。其中，新

疆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2038.1 亿元，同比增长

13.1%，增速平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改革后首套房个人住房贷款平均利率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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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首付比例为 28.8%，非首套房个人住房贷

款平均利率 5.73%，平均首付比例 37%，实现平

稳过渡。

2.“旅游兴疆”战略顺利实施，旅游业保

持高速增长。在“全域旅游”和“文旅融合”

的带动下，新疆旅游供给补短板、提质效成效

显著。2019 年，新疆接待境内游客首次突破 2

亿人次，达 2.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632.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2％和 40.8％。

旅游基础设施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围绕解

决“三难一不畅”问题，统筹中央、自治区预

算内资金 4亿元，推动 48 个深度贫困地区县市

和重点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地建设。

围绕疆内“环起来、快起来”、打造“空中公

交”目标，开通航线 297 条，与 17 个国家、25

个国家及地区城市、88 个国内城市通航。

特色产品活跃旅游市场。形成以线串点、

结点成面穿越南北疆的全域旅游线路，独库公

路旅游营销、北疆东线区域合作旅游、“乌昌

吐石克”五地旅游联盟等全域旅游联盟相继建

立。围绕打好旅游“四季战役”，举办不同节

会、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特色产品，进一步丰富

新疆旅游品质。

品牌定位打造“新疆是个好地方”亮丽名

片。加大旅游宣传推广力度，举办“心灵四季 美

丽中国”冬游新疆等 1000 余项各类节庆和主题

活动，与内地援疆省市签订了 14 万人次的旅游

送客协议，疆外游客量大幅增加，旅游市场热

度显著提升。

旅游富民效应显著。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

合带动作用，2019 年，新疆 9 个村入选全国首

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贯彻落实。通过“七个一批”举措，多渠

道开发旅游就业岗位，新增就业 5.4 万人，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35％。

专栏 2 金融服务“组合拳”发力 新疆涉外经济发展稳中提质
2019 年，面临中美贸易摩擦曲折反复、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外部环境，新疆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稳外贸、稳外资”工作部署，秉持创新、服务、合作三大观念，聚焦涉外主体发展诉求，

多措并举发挥金融在开创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服务涉外经济发展需要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对外贸

易便利化政策落地见效、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外贸与投融资活力充分释放。

一、创新外汇管理方式和手段，涉外经济发展环境日益优化。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先后

出台《金融外汇支持新疆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金融外汇支持新疆涉外民营和小

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从降低融资成本、便利贸易和投资、减少汇率风险和提升金融服务等

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合理配置金融外汇资源。建立落实“一人一企、一抓到底”常态化重点企业联

系人制度及境外投资资金跨境辅导机制，实现涉外企业信息直连、金融外汇服务直通以及涉外经

济有进有出的良性循环。“一站式外汇业务综合服务窗口”建设持续推进，“马上办”、“一次

办”和“最多跑一次”制度切实履行，“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国家外汇管理局“互联网+

监管”系统上线运行，涉外企业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二、完善金融外汇综合服务体系，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有效提升。银行加大市场布局，结

售汇网点有序发展，银行外汇衍生品和业务不断培育。2019 年末，新疆结售汇网点、外汇衍生品

结售汇网点分别有 893 个，234 个，有效满足企业办理外汇业务需求。外币现钞入境申报信息共

享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银行审单效率有效提高，边贸企业现钞结汇更加便利，全口径跨境融资、

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多项贸易投融资政策在新疆落地。

三、开创多部门联合监管局面，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有力。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联合

新疆商务、海关和税务等部门联合发布《自治区进出口企业白名单》，甄别优质代理企业，保障

新疆涉外企业合法权益，深化与公安机关执法协作，维护良好的外汇市场秩序。新疆银行业自律

机制充分发挥在释放外汇管理信号、了解市场需求、开展业务培训、回应政策咨询、合理引导市

场预期等方面的作用，外汇业务发展规范程度不断深化。

综合作用下，2019 年新疆外贸规模实现四年来首次回升，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4.6%，对外

增资同比扩大 29%，境外投资规模同比增长 358%，涉外经济呈现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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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测与展望

2020 年是重要的关口年，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加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

冲击，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基本面不变，新疆经

济有望继续保持健康稳步发展。

从供给端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及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第一产业将持续稳中调

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同步发展，

第二产业将继续迈向高质量发展；第三产业在

旅游业及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新业态带动下

预计保持平稳增长。

从需求端看，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稳固，

营商环境优化下民间投资活力增强，新疆投资

将持续发挥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随着传

统消费提档升级、新消费增长点不断培育、可

支配收入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将进一步激发；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深入推进,乌

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带动作用逐步显现,霍尔果

斯喀什经济开发区及出口加工基地、综合保税

区和工业园区加快建设,进出口贸易有望保持

增长。

2020 年，新疆金融业将坚持“稳”字当头，

认真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以防控金

融风险为底线，落实推动金融改革创新，积极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及过后的金融支持工

作，注重提升民营、小微、制造业企业及重点

项目、“三农”、脱贫攻坚、经济发展新动能

领域的金融服务水平，保持货币信贷、社会融

资规模增长同新疆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新疆

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

总 纂：王新平 岳永生 陈元富

统 稿：王勇 张学斐

执 笔：王坤衍 谢 鹍 买金星 李嘉钰

提供材料的还有：马玉慧 汪 雨 李 媛 邹兴军 李 宁 徐晓静 左喜梅 冯怀珠 王 炜

王 娟 王 璐 张嘉威 马 红 张 瑾 马雅琼 李 聪 李玉梅 赵 强 赵 莹 姚栋梅 孔

维新 马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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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金融大事记

1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28条具体措施，全力支持新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月31日，新疆13家企业入选全国《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至此新疆绿色工厂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比例排名全国第一。

3月25日，中国（新疆）丝路货币区域交易信息平台英文和俄文版开通，“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地区外汇市场信息交流更趋便利。

4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依托资本

市场全面助推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4月29日，国内首个红枣“保险+期货”项目落地新疆若羌，为产业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提供套期保值工具。

6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推动新疆形成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7月9日，全国首个“互联网+棉花机采”平台亮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助力植棉户实现棉花

“轻松采”。

11月27日，第十四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成功举行，为保持新疆旅游业快速增长、

持续释放稳定红利奠定良好基础。

12月9日，新疆正式成为全国首批13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地区之一。

12月9日，新疆“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全面完成，40146户、16.94万贫困人口迁

入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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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存贷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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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类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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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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