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从行业分布和地区结构维度分析 2021 年广

东规模以上服务业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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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立足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新发展格局，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在国内疫情不断反复的背景下取得扎实成

绩，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加快成长。

一、总体运行平稳，行业结构调整分化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四万亿大关，

达到 42014.60 亿元，同比增长 18.2%。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①
实

现营业收入 24096.40 亿元，增长 17.5%。

表 1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要指标情况

指标
绝对值
（亿元）

同比增长（%）
两年平均
增长（%）比上季增减

（百分点）
比上季增减
（百分点）

营业收入 42014.60 18.2 -4.1 9.5 -0.9

税金及附加 255.86 13.1 -7.7 1.7 -1.6

利润总额 5220.45 3.1 -12.0 0.2 -1.4

应付职工薪酬 8506.49 14.6 -1.9 8.5 -1.1

应交增值税 829.18 14.7 0.3 5.6 6.6

期末用工人数（万人） 588.70 -1.8 -1.7 0.0 -0.1

（一）营业收入增长趋势稳定。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幅比前三季度回

① 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四个行业门类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个行

业大类。



落 4.1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9.5%，增幅比前三季度回落 0.9

个百分点。从全年的变化趋势看，受 2020 年基数不断抬升效应

影响，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2021 年 1—2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速高

达 33.3%，并在一季度达到 34.7%峰值，之后逐月回落。从两年

平均增速看，全年营业收入的增速波动不大，各月增速保持在

9.5%—11.0%的区间，规模以上服务业呈现出发展韧性强、增长

稳的特点。

图 1 近两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

（二）行业贡献出现分化。

从不同行业对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看，

2021 年拉动效应最强的始终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个行业门类。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规模以上服务业全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的贡献率为 33.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全行业

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30.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全行业营

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18.9%。

表 2 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分行业门类营业收入及增速情况

行业 绝对量（亿元） 增长速度（%）

总计 42014.60 18.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784.51 25.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474.36 15.5

房地产业 3356.76 12.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267.29 20.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692.64 13.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43.26 1.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17.65 12.0

教育 451.97 10.9

卫生和社会工作 522.27 22.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03.88 23.6

（三）企业经营效益好转。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利润总额 5220.45 亿元，同

比增长 3.1%，增幅比 2020 年提高 5.7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0.2%。相比 2020 年利润总额全年均为负增长，数据显示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明显好转，正逐渐恢复至疫情爆发前

水平，但 2021 年四季度部分行业经营效益有所回落仍需进一步

关注。



图 2 近两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利润总额增速

从主要财务指标来看，规模以上服务业税金及附加 255.86

亿元，同比增长 13.1%，增幅比 2020 年提高 21.6 个百分点，两

年平均增长1.7%。实现应交增值税829.18亿元，同比增长14.7%，

增幅比 2020 年提高 17.5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5.6%。

（四）企业用工人数增速放缓。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期末用工人数 588.70 万人，

比 2020 年减少 10.88 万人；应付职工薪酬 8506.49 亿元，同比

增长 14.6%。从全年走势看，企业用工人数自 9 月以来同比出现

小幅下降，降幅在 12 月达到高点，使 2021 全年同比增速和两年

平均增速呈下降趋势：全年用工人数同比下降 1.8%，降幅比前

三季度扩大 1.7 个百分点，增幅比上半年、一季度分别回落 4.1

个、6.1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回落幅度稍小，全年与前三季



度持平，分别比上半年和一季度回落 1.3 个、2.3 个百分点。

图 3 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期末用工人数及增速

二、对策建议

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2022 年 2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和服务业

特殊困难行业纾困发展的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随即下发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提出助企纾困的具体扶持政策措施。为推动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

稳步恢复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服务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广东规模以上服务业中，共有小型企业 16400 家，微型企业



5444 家，合计占企业总数的 74.1%，是广东企业数总量居全国首

位的重要支撑。2021 年，广东小型企业的净利润率为 7.5%，比

全行业低 3.5 个百分点，比 2020 年仅提高 0.1 个百分点；微型

企业的净利润率为 7.6%，比全行业低 3.4 个百分点，比 2020 年

回落 4.6 个百分点。建议通过基本单位名录和税务系统比对，精

准识别服务业小微型企业，扩大“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适用主体

范围至全部小微型企业，以缓解企业经营困难，提高企业经营效

益。

（二）加大对交通运输业、商务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居民

服务业等特殊困难行业的支持力度。

这四个行业门类期末从业人数 295.54 万人，占规模以上服

务业全行业的 50.2%，是保就业的主体行业。作为直接关系基本

民生的生活性服务业，由于其接触性服务业性质，受疫情防控影

响较大，2021 年从业人数同比下降 5.1%。为扎实推进“六稳”

“六保”工作，千方百计稳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建

议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阶段性税收减免、部分社保费缓缴等方

面加大支持力度。

（三）大力推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

信息服务业对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增长的贡献率为

30.1%，从业人数 102.64 万人，占全行业的 17.4%，是规模以上

服务业增长的支柱产业，也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产业。建

议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培育壮大优势



产业，促进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积极布局前沿产业；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行

业的监管，促进互联网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四）挖掘粤东西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潜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

强化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的产业支撑。发挥东西两翼港口资

源优势，加快建设以汕头港、湛江港为核心的港口群，大力发展

交通运输仓储业。充分利用汕头、湛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机遇，

依托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发挥好深圳与汕头、汕尾深

度协作优势；积极参与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接海南自由

贸易港，发挥好广州与湛江深度协作优势，发展医疗、商务和居

民服务业。推动北部生态发展区绿色发展。高标准建设粤北生态

特别保护区，发挥北部山区生态屏障功能，大力发展水利和环境

管理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完善北部生态发展区交通基础

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精品旅游项目，发展乡村旅游、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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