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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泉州市洛江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泉州市洛江区统计局

!"!! 年 $ 月 #% 日

!"!# 年!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决策部署!锐意进取"稳中求

进!统筹做好#六稳$#六保$和#五促一保一防一控$!#十

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综&合

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 万元"

!增长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 万元!增长 /+!-!占 '()的比重为 #+.-&第二产

业增加值 !"0$0#" 万元!增长 ,+/-!占 '()的比重为

%!+*-!对'()增长的贡献率为 $$+,-!拉动'()增长%+!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 万元!增长 !#+0-!占

'#'



'()比重为 *%+!-!对'()增长的贡献率为 .$+"-% 三次

产业比例为 #+. 1%!+* 1*%+!%

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 万

人!人口出生率 /+/2!死亡率 %+*2!人口自然增长率

!+.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比上年末提高 !+/ 个

百分点% 户籍人口 !##"$, 人!其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比上年末提高

#+!个百分点%

就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0 人!比上年增加 *!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 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人数 ,$ 人% 年末全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比上年末

上升 "+$ 个百分点%

财政$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 万元!比上年增

收 !.//% 万元!增长 !"+!-!加上上划中央收入 #"%".* 万

'!'



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合计完成 !%"#"" 万元!比上年增

收 $."#, 万元!增长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

万元!比上年增加 !"#%# 万元!增长 #*+/-% 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 万元!增长 %+*-&教育支出 $$0#* 万

元!增长 #$+!-&科学技术支出 $%0. 万元!增长 #"/+$-&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 万元!增长 !#+/-&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0// 万元!增长 /+%-&卫生健康支出

#%/$" 万元!增长 0+.-% 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 万元%

对外经济$全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 家!合同利用

外资 #,!*! 万元% 按验资口径!外商实际到资 #.$%, 万

元!完成市下达任务指标的 */+0-!下降 0"+/-% 新批外

商投资超亿元)含增资*的项目 ! 家!超五千万元的项目 #

家% 外商投资企业当年累计投产开业 ## 家%

'*'



二!农&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完成总产值 #"0%/#万元!增长#"+.-%

粮食种植面积 !/%/# 亩!比上年减少 !* 亩!下降"+#-&其

中稻谷种植面积 #!*,, 亩!减少 !.0 亩&玉米种植面积

$0"$ 亩!增加 !*, 亩&油料种植面积 ,%,! 亩!增加 !"$ 亩&

蔬菜种植面积 #/0.$ 亩!增加 #$#, 亩%

全年粮食总产量 ##0"* 吨!比上年增加 *# 吨!增长

"+*-% 其中!早稻产量 !.,* 吨!减少 */, 吨!下降 #*+"-&

双季晚稻产量 !0$! 吨!增加 !"! 吨!增长 /+"-% 全年谷

物产量 %/0" 吨!比上年减少 #+* -&其中稻谷产量 .**.

吨!减少 #/0 吨!下降 *+$-&玉米产量 #.*. 吨!增加 ,*

吨!增长 %+$-%

'$'



表 #&!"!#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产量)吨* 比上年增长)-*

粮食 ##0"* "+*

&春收 $!0 3*+/

&夏收 *%0# 3/+*

&秋收 0%". .+*

油料 !*/! .+/

&其中(花生 #%,% /+!

油菜籽 %/% #"+%

糖料 #/%, "+"

&其中(甘蔗 #/%, "+"

茶叶 ,0 *+!

水果 $#*/ 0+%

蔬菜 *.0"! #"+"

&&全年植树造林总面积 #.,! 亩!下降 #/+,-&年末实有

封山)沙*育林面积 .*, 亩% 全年商品材产量 0%!# 立方

米!下降 $"+#- %

全年肉蛋奶总产量 #."$! 吨!增长 #$+*-% 其中!肉类

总产量##%#,吨!增长!"+*-&禽蛋**"#吨!下降"+/-% 年

末肉猪出栏数 /$%/, 头!增长 .$+0-!生猪存栏数 $/#*/

头!增长 *$+#-%

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吨!增长 !+,-% 其中淡水产品

产量 /*,吨!增长 .+/-&海水产品产量 /$!吨!增长 "+#-%

年末全区拥有市级及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家&无公害农产品 0 个"绿色食品 * 个%

'.'



三!工业!建筑业

工业$全年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 #0,*//" 万元!增长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 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

0.".*%, 万元!增长 #%+!-&销售产值 0*$*,/. 万元!增长

#.+#-!其中出口交货值 !$00!." 万元!增长 #,+$-% 拥

有产值超亿元企业 #"% 家!比上年增加 !$ 家!其中超 #"亿

元企业!$家!比上年减少!家%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机械装

备"纺织鞋服"工艺制品三大支柱行业完成产值 $//"*0. 万

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增长 #!+"-!其中

机械装备业实现产值 #0%!.0" 万元!增长.+#-&纺织鞋服

实现产值 #.,#0." 万元!增长 #$+0-&工艺制品实现产值

#.!%".. 万元!增长 #0+, -%

'%'



表 !&!"!# 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主要分类情况

指&&标 产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0."+.$ #%+!

&其中(机械装备 #0%+!% .+#

纺织鞋服 #.,+#/ #$+0

工艺制品 #.!+%# #0+,

&其中(股份有限公司 $$0+," !!+0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0+.

私营企业 *+,% $*+%

&其中(轻工业 %"/+%. #0+*

重工业 #$#+/, ##+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 .#!+$-!比

上年上升 %*+$ 点!其中总资产贡献率 *,+.-!上升 #+0 个

百分点&资本保值增值率 #"%+$-!下降 #%+! 个百分点&资

产负债率 **+$-!上升 "+! 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

$0+/. 万元4人!提高 ,+#0 万元4人&流动资产周转率 .+/$

次!上升 "+! 次&工业产品销售率 ,0+,-!提高 "+, 个百分

点%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

#/+#-!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利润分别增长 #*+*-和 !#+0-% 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

业减亏 !/"0 万元%

'0'



表 *&!"!#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纺织专用设备 台 #00$ #//+.

家具 件 ,!%.$ ."+0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 *"+/

鞋 万双 *,*# #!+/

口罩 万个)只* %"*# 30.+0

建筑工程用机械 台 *,,0 !*+!

纸制品 吨 **,*. $.+*

金属切削工具 万件 *0./ $"+*

塑料制品 吨 ,."$ #!+,

金属门窗及类似制品 吨 ##, #0"+.

涂料 吨 #".*" 3#"+#

变压器 千伏安 .,,."" %"+#

灯具及照明装置 套)台"个* !#/./0, $"$"+"

服装 万件 .," #%.+.

传感器 万只 #00 3$+$

&&全年工业用电量 %"/!, 万千瓦时!增长 !+$-%

建筑业$年末资质等级以上的建筑企业有 ,, 个!全年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 万元!增长 %+%-!在地建筑业

总产值 *"0!*$ 万元!下降 !.+/-&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

值 !/"/*" 万元!下降 "+*-% 全年建筑房屋施工面积

/%"+0" 万平方米!下降 %+#-&房屋竣工面积 !0#+%* 万平

方米!下降 ,+"-% 建筑业总产值达到亿元及以上的企业

#, 家!其中 .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 #! 家%

'/'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 固定资产投资

按构成分项目投资下降 $+*-!项目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

下降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0-% 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长 #.+/-% 固定资产投资按三次产业分!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占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工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 #+$-%

','



表 $&!"!# 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指&&标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

按构成分

&项目投资 3$+*

&房地产开发 #.+/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3#+$

表 .&!"!#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 $+*

农"林"牧"渔业 3,"+/

制造业 *$+$

&其中(食品制造业 3,"+*

纺织业

纺织服装和服饰业 30,+$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3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制品业 */"+$

金属制品业 30/+/

通用设备制造业 .*/+*

'"#'



表 . 续

行&&业 比上年增长)-*

专用设备制造业 #!/+.

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房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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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

卫生和社会工作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00!"% 万元!按工程用途分!商品

住宅投资 .!,.*! 万元!增长 !.+*-!办公楼投资 $ 万元!

下降 ,,+0-!商业营业用户投资 !!!#, 万元!增长00+$-%

商品房销售面积 %!+#! 万平方米!增长 00+"-% 商品房销

售额 .,/%!# 万元!增长 /,+%-%

'##'



表 %&!"!#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投资完成额 万元 .00!"% #.+/

&其中(住宅 万元 .!,.*! !.+*

其中(土地购置费 万元 /,*$! 3!*+0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 3!+%

&其中(住宅 平方米 #,",!#* 3"+!

房屋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00,! 3*!+#

&其中(住宅 平方米 !*.0/* 3$!+.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00# 0$+%

&其中(住宅 平方米 ."#*#% #./+%

房屋销售面积 平方米 %!##/$ 00+"

&其中(住宅 平方米 ./#""# /$+$

本年资金来源 万元 %0/**/ !%+.

&其中(国内贷款 万元 !#$!/ #.$+!

个人按揭贷款 万元 #"0"*# 3,+0

本年购置土地面积 平方米 0"",# 3$!+,

本年土地成交价款 万元 #.%!# 3/,+%

&&全年 ,% 个在建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 亿元%

十八坎山康养文旅"洛江国际康养文旅城"南唐康养文旅"

河市镇便民服务中心"虹山乡全域旅游"后埭商住项目"阳

江新城商住项目"阳江新城)二期*北片区基础设施建设"

马甲镇永安片区商住小区 , 个项目进行招商"规划对接&

西埭桥至南惠高速环境整治工程"洛江区中心城区品质提

'!#'



升 ! 个项目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国建华中建筑企业总部项

目"霞溪工业区纵二路市政道路工程"马甲镇区改造提升

工程)一期** 个项目进行方案设计及优化&塘西学园)洛

江区实验小学塘西校区*完成地形图测绘&万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改造项目待妇幼疾控搬迁后开展后续事宜&双阳

华侨经济开发区经六路)福滨街*市政道路工程完成施工

图审查&导航与测控系统创新研究院项目进行一期生产线

厂房租赁工作&隆信电子厂房建设进行场地平整%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万元!增长 !.+!-%

按构成分!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 万元!占全社会

零售额的 .*+!-!增长 $!+0-&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 万元!占全社会零售额的 $%+/-!增长 ,+,-%

'*#'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

品类下降 #+,-!日用品类增长 !!"+!-!中西药品类增

长 *.+,-!汽车类增长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下降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 !!+*-% 全区限额

以上批零住餐业企业实现销售额 ##$0$,0 万元!增长

!0+$-%

六!交通!邮电!旅游

交通$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0%

万元!增长 ##+.-% 全年新建"改建公路 #!+." 公里!其

中!新建公路 "+%0 公里% 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

公里!二级及二级以上高级公路里程 $%+.0 公里!高速公

路里程 !"+#" 公里!公路密度达 #*/+*, 公里4百平方公

里% 年末!全区共有公交车 !"* 辆&营运汽车 #"#, 辆!其

中!出租车 ,% 辆!货运汽车 ,!* 辆)含普通货车 %#, 辆!牵

引车 .% 辆!挂车 !$/ 辆*%

邮电$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 万元!增长 0+.-%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 0$.! 万元!增长 *+/-&电信业务总量

!/..$万元!增长 /+0-% 年末全区电话用户总数 *"+/# 万

户!比上年增加 "+0* 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0+$" 万户!

比上年增加 "+/, 万户!移动电话中 $'电话用户 #,+#0 万

'$#'



户&.'套餐用户 ,+/"万户% 全区互联网上网用户 *,+*$ 万

户!比上年增加 %+*%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 !%+%%万户%

旅游$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万人次!增长..+!-%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 亿元!增长 $*+%-% 举办#线

上带你游洛江$ !"!# 洛江文旅推介活动)漳州站"厦门

站*&组织文旅企业赴厦门参加第十七届海峡旅游博览会

暨第七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组织文旅企业

赴福州参加福建省旅游交易会&组织文旅企业赴厦门参加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洛江

区首届乡村振兴路线营销季暨虹山地瓜文化旅游节&举办

洛江区#.'#, 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之洛阳桥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活动&举办#侨心向党 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 周年系列活动之洛江双阳首届印尼美食文

化旅游节&开展 !"!# 年洛江区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

七!金&融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0" 万

元!比上年末增长 ##+%-!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00/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 人民币存款中住户

存款余额 #!"!$*/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 全区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 万元!比上年末增长

'.#'



#.+0-!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0%"/ 万元!比上年

末增长 #.+%-%

表 0&!"!#年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年末数)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0" ##+%

&人民币存款余额 !##%00/ ##+#

住户存款余额 #!"!$*/ #!+$

各项贷款余额 !!.,$$# #.+0

&其中(人民币贷款 !!.0%"/ #.+%

&其中(短期贷款 .$.#"" !#+%

&其中(工业贷款 $%$""0 $+,

八!居民收入消费!社会保障

居民收入消费$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比上年增长 ,+"-&人均消费支出 !*!*/ 元!增长 #!+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0,+, 平方米% 按常住地分!全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增长 0+/-!人均消费

支出 !,"$0 元!增长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平方

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增长 #!+"-!人均

消费支出 #%*./ 元!增长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0,+*

平方米%

'%#'



年末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 #$%+! 台"洗衣

机 ,"+, 台"电冰箱)柜*#"%+" 台"空调 !!$+! 台"计算机

$"+. 台"家用汽车 $.+. 辆"移动电话 *#*+" 部% 年末农村

百户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 #",+# 台"摩托车 ,/+* 辆"家用

汽车 *.+0 辆"洗衣机 ,%+! 台"空调 #%0+0 台"移动电话

!/0+, 部%

全区全年培育 #! 个省"市"区级乡村振兴试点村"$ 条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线路"试点建设 # 个市级乡村振兴整镇

推进#五好$创建乡镇&共开展 #!# 个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投入实际扶持资金 !$/!+#.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投入区级衔接资金 ."" 万元!积极争取

国家"省"市级衔接资金 #.#0+,, 万元!实施项目 .0 个%

全年完成 0 个初级版#绿盈乡村$创建!申报 ! 个高级

版和 ! 个中级版#绿盈乡村$!全区#绿盈乡村$创建比例

达 0%-%

'0#'



社会保障$年末全区在职已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

人!比上年增加 ##.!% 人% 其中!在职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人数 ./"$0 人!比上年新增 ##./" 人&在职参加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人数 *#,% 人!比上年增加 #, 人&参加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不含待遇*%0!,, 人!比上年减少

0* 人% 年末!企业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 !#$*

人!其中!当年领取 #/% 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领取基本养

老保险金 ,"* 人!其中!当年领取 $! 人&城乡居民领取基

本养老保险金 !$0./ 人!其中!当年领取 /*$ 人!全部实现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年末全区参加失业保险 *!!/. 人!

比上年新增 *,"" 人!领取失业保险金 .*" 人&参加工伤"

生育保险分别为 $#/", 人和 *.#," 人% 年末全区参加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 *,%0* 人!其中退休 !0$# 人!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 #%0#!0 人%

社会福利$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

构 ,0 个!床位 #.," 张+其中!儿童收养性服务机构 # 个!

床位 . 张!年末在院 $ 人&老年收养性服务机构 0 个!床位

0," 张!年末在院 #./ 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 个!床

位 0%. 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 个!床位 *" 张%

城镇有 !#/ 人"农村有 #/.$ 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确

定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 00. 元!/" 周岁及以上低保老年人

每人每月增发 #"" 元!全区 #*0" 户 !"0! 人累计发放低保

'/#'



金 #!/!+0! 万元% 确定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基本生活标准

每人每月 #!#" 元!照料护理标准是(全自理的每人每月

!"% 元"半自理的每人每月 .#% 元"全护理的每人每月 /!%

元&散居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每人每月 #"#" 元!照料护理标

准是(全自理的每人每月 #0! 元"半自理的每人每月 $*"

元"全护理的每人每月 %// 元!全区特困人员 #.% 户 #.,

人发放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 万元% !"!# 年对低

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 $,+"% 万元% 全年

累计发放临时救助金 !,# 人次共 %.+$, 万元% 实行残疾

人两项补贴制度!累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 万元%

九!教育!科学技术

教育$年末全区共有普通中学 #" 所!其中公办中学 0

所!所有公办完中实现省级达标!其中!泉州第十一中学属

省一级达标高中!奕聪中学属省二级达标高中!马甲中学

属省三级达标高中&小学 *$ 所&幼儿园 ." 所!其中省示范

幼儿园 # 所"市示范幼儿园 * 所"区示范幼儿园 / 所&中职

学校 ! 所&教师进修学校 # 所% 全区幼儿园至高中各类学

校在校生 ."**$ 人!各类学校专任教师 *!#$ 人% 小学适

龄儿童毛入学率 #""-!初中适龄人口毛入学率达 #""-%

全区特殊教育在校生 /% 人% 在洛就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



义务教育阶段 *!$* 人% 辖区内共有 ! 所大专以上院校!

其中本科高校 # 所"高职高专 # 所!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

生 #0!$. 人!招生 %#$$ 人!毕业生 $.#0 人%

科技$年末全区拥有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 家&国家

级"省级"市级众创空间分别为 # 家"* 家"! 家!新增省级"

市级众创空间各 # 家&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 个&

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分别为 /" 家"$0 家&省级创新

型企业 #" 家&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 #, 家&省级重点实验

室 # 家&省级"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别为 . 家"#0

家&市级行业技术开发中心 % 家&省级"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 家"$ 家% 全区拥有国家级"省级知识产权优势培育企业

* 家"/ 家!省级"市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 家"!! 家!市级

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单位 * 家%

全年共实施国家"省"市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

项!其中!省级 0 项"市级 $ 项!有 ! 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

奖% 全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交易登记 #$ 项!合同成交

总金额 ."% 万元% 全年专利授权数 !#!/ 件)其中发明 //

件"实用新型 #$," 件"外观设计 .." 件*&年末每万人口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 #!+,% 件% 获得国家"省"市专利奖 # 项"

* 项"!! 项%

年末全区共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全国驰名商标 $

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个%

'"!'



十!文化!卫生!体育

文化$年末辖区内影)剧*院 # 个"文化馆 # 个"公共图

书馆 # 个"乡镇文化站 % 个% 图书馆藏书总量 *# 万册!电

子图书 . 万册% 全区广播节目 #0 套!广播综合人口覆盖

率 #""-&电视节目 !"" 套!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用户 #"+/" 万户!实际用户 *+%* 万户!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干线总长 #$$%+0! 公里% 开展洛江区

#建党百年铸辉煌 文化惠民进万家$活动进景区&开展#党

史周周学$活动!!" 场党史主题观影!#邮票上的党史$邮

票展&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进校园$活动&开展#迎

百年 学四史 致未来$主题征文比赛&承办洛江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 周年#百年交响 $歌舞盛会&拍摄+灯火里

的中国,宣传视频!在大国人才)中组部主办的公众号*平

台播放&开展#美丽人生!花漾绽放$三八妇女节等 #"" 余

场主题活动&举办#永远跟党走 用心办实事$!"!# 年安全

生产月宣传活动%

医疗资源$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不

含社区"村卫生室*#$ 个% 其中!医院 . 个!在医院中公立

医院 # 个!民营医院 $ 个&乡镇卫生院 $ 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 个&预防保健机构)含妇幼所"院*# 个&专业公共卫

'#!'



生机构 ! 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 个% 其中!门诊部 ##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 个!乡村卫生所 ,, 个!个体诊所 !$

个!医务室 $ 个% 年末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 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 *,! 人!注册护士 *.! 人% 年末卫生机构

拥有编制病床 ..$ 张!开放床位 %%. 张% 按常住人口计

算!每千人拥有床位 !+%# 张"卫技人员 $+"" 人% 全区农

村 #""-有医疗点!乡村医生 #!% 人%

疾病预防控制和妇幼保健$全年法定甲"乙类传染病报

告发病 *0.例)按发病日期统计*!报告发病率#.#+0! 4#"万!

死亡 ! 例)艾滋病"肺结核各 # 例*&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疫

情报告网络直报覆盖率为 #""-!乡镇卫生院覆盖率为

#""-&儿童预防接种七苗接种率 ,,+.-!乙肝疫苗接种率

,,+0-%

全年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高危孕产妇管理率

#""-!孕产妇死亡率 "4#" 万!婴儿死亡率 "2&"-% 儿童

健康管理率 ,.+$-!托幼机构管理率 #""-!新生入园体

检 $/%, 人"口腔保健 #!,/, 人次!眼保健 #!,#0 人次&实行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与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双检合一$ #一

站式$服务 #0$ 人次%

体育$全年提升改造 * 个塑胶篮球场% 新建 ! 个多功

能运动场"#" 条全民健身路径% 现有 *" 个灯光篮球场"!*

个塑胶篮球场"!0 个多功能运动场", 个笼式足球场"##%

'!!'



条全民健身路径% !"!# 年组队参加国家"省"市比赛!角逐

/ 个项目!取得金牌 *! 枚"银牌 ## 枚"铜牌 !* 枚% 参加泉

州市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泉州市#体彩杯$少年儿童游

泳锦标赛"泉州市少年儿童散打冠军赛"泉州市少年儿童

武术套路锦标赛"福建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福建省

全民健身运动会 #国福杯$泉州市第二十二届太极拳大

赛"#京东运动杯$ 中国中学生武术锦标赛 )小学生训练

营*暨第 #/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武术项目选拔赛"全民健

身运动会武术项目总决赛%

举办洛江区第一届#全民健身杯$中国象棋公开赛"首

届中小学生足球联赛"首届老年人健康运动大会"#星球

杯$篮球赛"#喜喜帮您$杯太极拳赛"#万步有约$健走激

励大赛"全闽共舞欢庆建党百年广场舞比赛"庆元旦乒乓

球赛"庆五一乒乓球赛"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羽毛球联

赛"#庆五一$职工羽毛球比赛"青少年儿童羽毛球公益培

训班"中小学生游泳联赛"第二届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

赛&承办泉州市第十三个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 年福

建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十一!资源!环境!安全生产

资源$全年中心市区建成区新增园林绿地 ##+// 公

'*!'



顷!总绿地面积达 ,$/ 公顷!绿化覆盖面积 ,., 公顷!绿化

覆盖率达到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 平方米%

全区拥有省级自然保护区 # 个&省级森林公园 # 个!

森林公园总面积 ##/, 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 年末森

林面积 !+*/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活立木总蓄积

量 #*,+0. 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为 #*$+/$ 万立方米%

全年全区范围内未发生森林火灾%

环境$全年完成流域水质提升#碧水清源$专项行动精

准治理项目 #! 个!实现投资 !0*/ 万元&全年核发排污许

可证 */ 份!变更排污许可证 / 份!企业自行开展排污登记

#"* 份&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 份!报告表 #!, 份!企

业自行网上备案环评登记表 !/ 份&辖区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良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空气质量优良

以上天数为 *.0 天!占全年总监测天数的 ,0+/-&区域 !

类"* 类"$ 类声功能区每季度的监测结果均达标!但 $ 类

声功能区监测点位的夜间噪声无法稳定达标% 辖区内水

环境质量总体符合功能区水质类别要求!省考核小流域断

面洛阳江河市西埭桥"后深溪口水期年均水质达到
#

类!

北渠杏宅水闸因受上游来水水质不达标影响!水质未能达

到
$

类&惠女水库出口水质)单月监测*总体达到
#

类水质

标准!参考指标总氮超过
#

类水质标准% 群众对环境满意

度达到 ,*+!-% 全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安全生产$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 起!其中!工矿

企业)含消防火灾"建筑行业等*# 起&死亡 # 人!其中!工

矿企业)含消防火灾"建筑行业等*# 人&直接经济损失 #""

万元!其中工矿企业)含消防火灾"建筑行业等*#"" 万元%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人数 "+""* 人%

注释$

!

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

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数不等的情况!

"

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绝对数按

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广播电视数据来自区委宣传部%重点项目

数据来自区发改局%教育数据来自区教育局#仰恩大学#医高专%科

技数据来自区科技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区民政局%财政收支数据

来自区财政局%社会保障#就业数据来自区人社局%植树造林#林业

资源数据来自区自然资源局%交通数据来自区住建局%乡村振兴#

农业龙头企业#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水产品数据来自区农水

局%对外经济数据来自区商务局%旅游#文化#体育数据来自区文体

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区卫健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区应急局%驰

名商标#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专利数据来自区市场监管局%园林绿

化数据来自区城管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区公安分局%环境监测数

据来自洛江生态环境局%医保数据来自区医保分局%邮电数据来自

邮政洛江分公司#电信洛江分公司#移动洛江营销中心#联通洛江

分公司%工业用电量数据来自区供电服务中心%其他数据均来自区

统计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