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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3 版）按全体常住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
均可支配收入9660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95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023元，中等偏上
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71467元。

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678元，比上年增长4.4%。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464元，增长2.6%；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140元，增长7.8%。全市居民恩格尔系
数为33.6%，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32.6%，农
村为36.7%。

表10 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全市居民

绝对量
（元）

30824

16514

4902

1907

7502

比上年
增长
（%）

6.6

6.7

4.4

6.4

7.8

城镇常住居民

绝对量
（元）

40006

23353

4480

2860

9313

比上年
增长
（%）

5.4

5.6

2.7

5.0

6.6

农村常住居民

绝对量
（元）

16361

5740

5566

406

4649

比上年
增长
（%）

8.1

8.0

6.8

10.5

9.7

全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203.35万人，
比上年增长6.7%。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66.85
万人，增长0.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766.98万
人，增长6.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266.74万
人，下降 0.2%。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729.90 万人，增长
10.3%。生育保险参保人数505.79万人，增长8.3%；享受生育
保险待遇 26.95 万人次，下降 8.2%。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548.48万人，增长6.5%。

年末全市共有26.47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62.26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人数8.51万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9.90万人。
全年资助153.08万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620元/月，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为496元/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为806元/
月，集中供养孤儿补助标准1456元/月，社会散居孤儿补助标
准1256元/月。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截至年底，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82个，其中国家重点
实验室10个。市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64个，其中国
家级中心10个。新型研发机构152个，其中高端研发机构67
个。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4222家。全年技术市场签订成
交合同3592项，成交金额154.2亿元。

全年专利授权5.54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0.76万件。

有效发明专利3.54万件。
全市共有注册商标60.39万件，比上年增长21.0%。驰名

商标160件，地理标志278件。
年末全市共有产品检验检测机构69家，其中国家质检中

心19个。现有认证机构6家。法定计量技术机构7个，全年
强制检定计量器具406.74万台（件）。全年修订、制定地方标
准（不含工程建设、食品安全）130项。

全市共有普通高等教育学校68所，成人高校4所，中等职
业学校170所，普通中学1132所，普通小学2754所，幼儿园
5704所，特殊教育学校39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3.3%，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8.48%，初中入学率为99.86%，小学
入学率为99.99%，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90.30%。在园幼儿
普惠率88.3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50%。

表11 2020年全市教育主要指标

指 标

研究生教育

普通高校本专科教育

成人本专科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普通初中教育

普通小学教育

特殊教育

指 标

学前教育

招生数
（万人）

3.07

30.17

1.75

17.51

21.73

38.06

32.34

0.47

入园人数
（万人）

37.43

在校学生数
（万人）

8.31

91.56

6.89

44.14

62.63

114.98

202.47

2.70

在园幼儿数
（万人）

100.78

毕业生数
（万人）

1.93

21.16

3.91

11.65

20.81

34.95

37.16

0.41

离园人数
（万人）

35.18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全市共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05个，文化馆41个，公共图
书馆43个，公有制艺术表演团体20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
率99.33%；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40%。全年生产电视
剧6部、电影19部、电视动画片15小时57分钟。出版各类
期刊4310.68万册，图书13464.96万册（张）。全市共有国家
级综合档案馆40个、市级专业档案馆1个、市级部门档案馆
4个。

全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14.63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08
亿美元，分别下降96.4%和95.7%。年末全市拥有国家A级景
区262个，其中5A级景区10个，4A级景区121个。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0922个。其中，
医院85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557个，乡镇卫生院826
个，村卫生室9815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23.55万
张。其中，医院床位17.50万张，乡镇卫生院床位4.45万张。
全市共有卫生技术人员23.75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
理医师8.87万人，注册护士10.94万人。

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地 12.62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5891.44万平方米。我市获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奖牌46枚，其
中金牌5枚。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下降1.6%，其
中，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下降2.1%。单位工业增
加值能耗下降7.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2.3%。

全年水资源总量766.86亿立方米。年平均降水量1396.7
毫米。全年总用水量68.87亿立方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35.14平方公里。

全市自然保护区58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个。完
成营造林面积约44万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52.5%。

全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昼间达标率为98.4%，
全市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2.2分贝，道路
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4.4分贝。城市区域噪声总体
水平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道路交通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
一级，评价为好。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942人（含道路运输事故
次责及以下），比上年下降10.0%；较大生产安全事故8起，
上升14.3%；重大生产安全事故2起。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
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0.038人，比上年下降13.6%。道路交
通万车死亡人数1.68人，下降6.1%。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
5.041人。

注：
1.本公报中2020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2020年全市人口相关数据，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发布后另行公布。
3.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量按现价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计算。按照我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
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
两个步骤。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最终核实数，2020年
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4.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6个月及
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
内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5.工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
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等八大产业中的工业
相关行业。工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按可比口径计
算。

6.高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
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
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
业。

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指标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8.其他服务业包括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

9.基础设施投资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
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的支出。本公报中的基础
设施投资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
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
10.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

资企事业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
业单位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

11.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
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
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等偏上收入组、中等收
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

12.体育场地调查对象不包括军队、铁路系统所属体育场
地。体育场地面积是指体育训练、比赛、健身场地的有效面
积。

13.行业统计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有资质的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

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
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
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

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
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
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
业四个行业大类。

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以及
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资料来源（以文中数据为序）：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社会保障数据来自

市人力社保局；部分脱贫攻坚数据来自市扶贫办；噪音、空
气、水质监测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市场主体、质量检测数
据来自市市场监管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数据来自市政府口
岸物流办；营商环境数据来自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
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据来自市发展改革委；水产品数
据来自市农业农村委；交通数据来自市交通局；民用汽车数据
来自市公安局；邮政数据来自市邮政管理局；通信数据来自市
通信管理局；城市棚户区数据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货物进出
口数据来自重庆海关；对外经济数据来自市商务委；财政数据
来自市财政局；部分金融数据来自市金融监管局和人行重庆
营管部；证券数据来自重庆证监局；保险数据来自重庆银保监
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市医保局；城乡低保、城乡特困人员救
助数据来自市民政局；科技数据来自市科技局；专利、商标、地
理标志数据来自市知识产权局；教育数据来自市教委；文化、
旅游数据来自市文化旅游委；电影、期刊、图书数据来自市委
宣传部；档案数据来自市档案局；医疗卫生数据来自市卫生健
康委；体育数据来自市体育局；水资源数据来自市水利局；自
然保护区、林业、森林数据来自市林业局；生产安全事故数据
来自市应急局。其他数据来自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
查总队。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这一年，疫情突如
其来，汛情历史罕见，世情错综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
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全市经济呈现稳定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
势头良好。《2020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如期而至，为我们展现了全市人民和衷共济、百折不挠的精
神，展示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迎难而上、渐次恢复，经济总量再上台阶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
大的影响，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节奏有条不紊，产业链迅速恢复，经济总量迈向新台
阶。

经济总量再上台阶。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深化改革创新，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迈上2.5万亿元台
阶。从增速走势看，地区生产总值在一季度同比下降6.5%的
情况下，上半年即实现了0.8%的增长，前三季度增长2.6%，全
年增长3.9%，高于全国水平1.6个百分点。

三次产业次第恢复。全市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产业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农业发展基
础不断夯实，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4.7%，粮食
综合单产增长0.4%。工业发展稳步向好，全年工业增加值增
长5.3%。其中，汽车产业增长10.1%，电子产业增长13.9%。
服务业恢复加快，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5.4%。

有效需求持续释放。全市积极出台一系列“稳投资”和
促消费政策措施。投资保持回升态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较上年增长 3.9%。民间投资稳步恢复，较上年增长
1.1%。消费市场恢复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在消费升级趋势和换购刚性需求支撑下，汽车消费增
长6.8%。

二、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六稳”“六保”成效明显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以“六稳”“六保”为支点，
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市经济发展韧性增强。

保居民就业、固民生之本。全市把保就业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千方百计稳居民就业。全年城
镇新增就业65.56万人，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7%。
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发放低
保金51.4亿元、临时救助金4.6 亿元、价格临时补贴6.7 亿
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2.3%，总体保持平稳上涨态
势。

保市场主体、固运行之基。全市积极实施一系列政策措
施，实施停产半停产企业复产止滑专项行动。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为企业减负1000亿元以上，新设市场主体增长9.4%。

民营经济活力持续提升，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增长
3.8%，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8.7%。

保粮食能源安全、固安全之线。全市粮食生产稳定，全年
粮食产量创十年新高，比上年增长 0.6%，蔬菜产量增长
4.2%。生猪产能接近正常年份水平，家禽出栏量增长2.0%。
全市能源生产基本保持稳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天然气产量
比上年增长9.9%，发电量增长2.0%。

保产业链供应链、固运转之脉。全市建立产业链协同复
工和海外供应链保障协调机制。工业行业复苏面呈继续扩大
趋势，全年规上工业行业增长面达69.2%。服务业恢复加快，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9%。商贸流通持续复苏，批发
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增长7.5%。货物运输稳步增长，完成
货运量增长7.6%。

三、突出优势、释放潜力，新兴动能势头强劲

全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不断推进全市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经济新
动能快速成长，新旧动能有序转换，发展潜力得到不断释
放。

高技术产业快速成长。全年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3.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
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28.0%和19.1%。部分高技
术新兴产品保持较快增长，智能手表、3D打印设备等电子产
品产量分别增长64.6%和28.3%；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屏、工业
机器人等上游高技术产品分别增长34.9%、28.2%和24.6%。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6.6%，有效弥补了传统行业投资下行
影响。

新模式新业态逆势增长。全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通
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45.0%。新型信息基础
设施能力不断提升，全市新建开通5G基站3.9万个，累计开通
5G基站4.9万个。

现代流通体系不断健全。网络货运平台业务量快速增
长，带动道路运输业继续回暖，中欧班列(渝新欧)全年开行
重箱折算列2603班，增长超70%，位居西南第一、全国前
二；运输箱量超22万标箱，增长超65%，货值位居全国第
一。

智能产业加快发展。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进展明显，成功举办三届智博会，集聚大数
据智能化企业7000余家，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2780个，数字
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5%。

四、以点带面、统筹协调，区域城乡协同并进

全市主动服务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
战略，聚焦“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区域城乡协同发展步伐加快。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局良好。党中央印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赋予成渝地区“两中心两地”
战略定位，川渝两地形成四级工作机制、成渝定期联系机制和

毗邻地区合作机制，累计签订合作协议236个，开工重大合作
项目27个、完成投资354亿元。

“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全市建立市级统筹协调
机制和分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议机制。主城都市区、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分别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19242.72亿元、4347.50亿元和1387.94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4.0%、3.0%和3.5%。

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全市出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
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全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44:1，较上年缩小0.07；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为1.87:1，缩
小0.1。

五、内联外通、提档升级，对外开放再创新高

全市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外贸外经快速
增长。

开放通道持续拓展。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行动计划取得突
破，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撑作用持续增强。西部陆海新通道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运营公司启动运行，中欧班列（渝新欧）
运营线路增至31条；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累计签约项目260个、
总金额338亿美元。

外贸规模创下新高。全市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助力
企业纾困解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6513.36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出口增长12.8%，进
口增长11.9%。贸易顺差由上年1633.05亿元提高到1861.60
亿元。

自贸区建设成效明显。全市着力发挥开放平台体系在全
市开放高地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开放平台提档升级。全
年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增注册企业（含分支机构）
14393户，注册资本总额1409.7亿元。其中，新增注册外资企
业（含分支机构）129户，注册资本8.43亿美元。引进项目757
个，签订合同（协议）总额1983.04亿元。

六、节能减排、生态优先，“美丽之地”魅力彰显

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重庆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山水之城•美
丽之地”魅力进一步彰显。

资源效率稳步提升。全市节能降耗减排成效持续显现，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下降1.6%。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7.0%。

生态环保力度加强。全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335.14平
方公里。全市自然保护区58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
个。完成营造林面积约4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52.5%。功
能区声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昼间达标率为98.4%。环境空气
质量满足优良天数333天，同比增加17天。主城区环境空气
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下降13.2%。
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Ⅰ～Ⅲ类水质的断面比例为94.8%，城
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七、以人为本、完善体系，生活品质日益提升

全市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居民生
活、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同步提升。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上年增长6.6%。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5.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

社会保障日趋健全。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全市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
6.7%、0.4%、6.4%、10.3%和8.3%。兜底性政策持续推进，年
末共有26.47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2.26万人享
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社会事业稳步发展。科学技术持续进步，截至年底，市级
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82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10个。全年
专利授权5.54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0.76万件。教育事业
稳固推进，全市在园幼儿普惠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
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较上年提高6.7、
0.5、0.02和4.3个百分点。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全市共有登记
备案博物馆105个，文化馆41个，公共图书馆43个，公有制艺
术表演团体20个。医疗卫生事业平稳有序，年末全市共有各
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0922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数
23.5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3.75万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十三五”以来，全市上下主动适应新形势新变
化，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十三
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2020年地区生产
总值迈上2.5万亿台阶，是2015年的1.6倍，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1万美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20年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较2015年提高4.4个百分点。固定资
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值年均分别增长
7.6%、9.0%和7.1%，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4%，高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37.9%、
55.7%。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8.9%，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5年的
1.5倍。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舵
定向的结果，是市委市政府决断如流、积极调度的结果，是全
市人民同德协力、和衷共济的结果，这份成绩来之不易，需
格外珍惜。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征程的开启之年。我们要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持扩大内
需这个战略基点，着力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持续强化科学战略
支撑，加快打造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积极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向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

攻坚克难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

重庆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