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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数据 见证巴渝大地沧桑巨变
本报记者 郭晓静 陈钧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

庆成为直辖市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重庆人民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圆满完成

三峡百万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

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赋予重庆新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

求，全市干部群众紧紧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

主线，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

“八项行动计划”，推动全市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9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专场

新闻发布会”。本报从发布会上疏理了7组数据，诠释70年来重庆经济社会的巨大

变迁。

重庆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截至2018年底

18个贫困区县已有14个摘帽

累计实现171.2万人脱贫

贫困发生率降至0.7%

新中国成立以来

重庆地区生产总值由

十亿级（1949年13.89亿元）到

千亿级（1996年1315.12亿元）

再跃升至

万亿级（2011年达10048.07亿元）

2018年再次实现历史性突破

达到20363.19亿元

是1949年的1466倍

2018年人均GDP达到65933元

是1949年（87元）的758倍

重庆全面深化改革整体框架基本建立

国资国企、简政放权、投融资、生态
文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取得一
批改革成果

重庆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乡村让人们更向往

重庆公路里程仅2.7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114公里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
关口，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认真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方针，不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直辖以来

重庆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

近年来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超

过4100班，境外集结分拨点覆盖11
个国家30多个城市

截至2018年底

重庆聚集高新技术企业2504家

科技型企业达1.1万家

重庆深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因地制宜加强对主城区都市圈、渝
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
城镇群的规划统筹和分类指导

建立分片区指导工作机制和考核机
制，促进各片区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
同发展

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

目前
重庆已建设形成

“一枢纽十干线”2371公里铁路网

“三环十二射多连线”3096公里高速公路网

“一干两支六脉”1400公里高等级航运网

156条国内和87条国际航线网

7条省际油气管道

江北国际机场发展成为

拥有3条跑道和超过50万平方米

航站楼的枢纽型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

突破4000万人次

全市“一大四小多通用”的
航空格局加快形成

重庆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统筹解决

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
业、社保、医疗、住房等问题，全力做好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018年重庆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80%左右

全市大力推进文化强市、文化惠民，

唱响重庆“行千里·致广大”文旅品牌，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近年来
重庆城镇新增就业年均70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多年控制在3.5%
左右的较低水平

2018年
全市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和普惠率分

别达到87%和80.2%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7%
38个区县（含两江新区和万盛经

开区）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认定

重庆大力实施
退耕还林

天然林资源保护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等重点工程

全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4万平方公里
岩溶石漠化、水土流失和消落区

治理取得新成效

重庆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
探索“双总河长制”并在全国推广
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

园”环保行动

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到

其中长江两岸
森林覆盖率超过

48.3%

生态功能持续增强

50%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
42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
达到国家年度目标

全市空气优良天数增至316天
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截至2018年底

42

316

直辖之初

成渝、渝万高铁建成投运

重庆高铁总里程达到381公里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已具雏形
果园枢纽港、江津珞璜、涪陵龙头、万州新田

4个铁公水联运枢纽港基本建成

港口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

2018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

是1996年的22倍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38万标箱

建成“两环十射四横五纵”

的快速路网

现代化大都市立体交通体

系基本形成

重庆完善以交通为重点的
网络型基础设施体系

推进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落实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案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18年

由最高时3.7∶1
下降到2.5∶1

由1949年的70.1∶19.5∶10.4
调整为1996年的21.9∶43.3∶34.8
再调整为2018年的6.8∶40.9∶52.3

新中国成立以来

重庆三次产业结构

党的十九大以来

2018年

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

总额分别比直辖时扩大16倍、49倍

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

国企改革实现重大突破

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占GDP比重

从 直 辖 时 的 24.9% 提 高 到

61.5%、年均增长17%）

市场主体累计超过250万户

智能产业
销售收入增长

数字经济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9.2%

服务业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21.4%

70%

重庆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条腿”走路，培育壮

大装备、材料、生物医药、消费品、能源、技

术服务、农副食品加工等产业集群，推动产

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从十亿级
到万亿级,2018年人均GDP
是1949年的758倍

重庆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增加值 913.7亿元

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

1161.4亿元

较2017年增长 13.1%

较2017年增长 13.7%

占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

22.9%

占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

18%

党的十九大部署涉及重庆的
158项改革举措全面启动158

189项市级重点改革项目
加快落地

189

重庆城市轨道交通投运里程313公里

2.01%全市研发经费支出
占GDP比重达到

56.5%
科技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2018年

实现了由“保运转”的“吃饭”财

政向“保民生、促发展”为主的公共财

政转型

75亿元 2265亿元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累计签约项目

182个、总金额达264.6亿美元

重庆自贸试验区形成197项制度

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12项

重庆实际利用外资连续8年保持

100亿美元以上

2018年实现外贸进出口5222.6
亿元，居全国第11位、中西部第2位。

“陆海新通道”形成铁海联运班列、
跨境公路班车、国际铁路联运班列三种

方式，其中铁海联运
班列实现“天天班”
稳定双向对开、累计

开行突破1200班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到48.6%
主城建成区面积

拓展到808平方公里

主城区人口

达到875万

由直辖时的29.5%
提高到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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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41个大类中重庆
有39个，工业规模总量超过2
万亿元

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22

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
超过4100班,科技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56.5%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33
城乡居民收入比由最高时的

3.7∶1,下降到2018年的2.5∶1

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44
铁路网“一枢纽十干线”，高

速公路网“三环十二射多连线”

55

全市森林覆盖率48.3%，
其中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超
50%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6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0%用于改
善民生

持续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发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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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0%用于改善民生

全国工业41个大类中
重庆有39个，工业规模总量
超过2万亿元

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
行超过4100班,科技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5%

城乡居民收入比由最
高时的3.7∶1,下降到 2018
年的2.5∶1

已建成铁路网“一枢纽
十干线”，高速公路网“三环
十二射多连线”

全市森林覆盖率
48.3%，其中长江两岸森
林覆盖率超50%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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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以“两江四岸”为主轴的城市
有机更新，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