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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为方便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工作"

特出版本摘要#

二!本摘要为$洛江统计年鉴 &!"#$%的

提要本"内容包括全区人口!地区生产总值!

农业!工业!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商业!财

政!金融!工资!对外经济!文教卫生!居民生

活等主要数据# 摘要中使用的 !"#' 年数据

多为年快报数"今后如有出入"以$洛江统计

年鉴&!"#$%为准#

三!为同年鉴保持一致"本摘要以出版

年份为年号"摘要中的数据均为 !"#' 年当

年数#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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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本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一!户籍人口

年末总人口 人 #,+$,# #,")'" ).(

其中(男 人 #"!*$! ,,))* ).)

女 人 ,()", ,#")* ).+

其中(城镇人口 人 **+*' *#++) '.'

年平均人口 人 #,)+)# #$$!*$ !.,

年末总户数 户 *#,(+ *"!", ).*

年出生人口 人 *$,, )*"" +$.*

年死亡人口 人 #*'$ $(!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 &

人口出生率 / )".* #$.+ &

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 - ,(.# ,#.+ &

二!常住人口

年末总人口 万人 !#.* !#.! #.(

人口出生率 / #'.$ #+.! &

人口死亡率 / +.* '.+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 $.+ &

城镇化水平 - *'.+ *+.* &

)#)



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 #*'"!"$ ,.'

%第一产业 万元 (")"" ())"" &".,

%第二产业 万元 #!'+#), ##*"",* $.'

%第三产业 万元 (()")" )'+$#) #(."

%农林牧渔业 万元 (",(! ()$,# &".$

%%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 *,# '.+

%工业 万元 ##((')* #")!)(, ,.)

建筑业 万元 #)#("(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万元 )+,"' )!'*! ,.(

批发和零售业 万元 $#,#* ')*!, #".)

批发业 万元 )#")# !$!$# $.'

零售业 万元 *"$$( (*!($ ##.(

住宿和餐饮业 万元 #()*, #)$#* (.#

住宿业 万元 $+* $)" (.!

餐饮业 万元 #)(,( #!,$* (.#

金融业 万元 #"*"#) #"(*'' &".'

房地产业 万元 *,#$) (!"'' !+.,

房地产开发!管理!中介服
务和其他房地产业

万元 !*("( #!#', ,(.+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 万元 ))'', !,$,$ *."

%其他服务业 万元 #(*"## #",('! !$.+

营利性服务业 万元 (!'+$ #*'"* #+'.#

非营利性服务业 万元 #"!!() ,)'+' (.'

三次产业结构 !.)0'!.*0!*.!

)!)



农%%业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万元 '')+# $!,+" &#.)

农业 万元 ("!'' (())+ &!.)

林业 万元 #+'* ')( !'".,

畜牧业 万元 )",*" ))',) &#.#

渔业 万元 )#), !$$' &).(

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 #!#" $."

农作物播种面积 亩 #"'"'$ ##,#(+ &#".#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 亩 ($""! *'))) &#+.)

粮食总产量 吨 #'()* !"#+( &#).*

油料总产量 吨 #*#! #(,# #.(

蔬菜总产量&含菜用瓜' 吨 $!"#" $*!+' &).$

水果总产量 吨 '*," '(,$ #.!

其中(龙眼 吨 )"*! !,,# !."

茶叶总产量 吨 ##$ ##* !.+

水产品总产量 吨 #,$' #'$$ ##.#

肉类总产量 吨 $(## $$!, &(.'

其中(猪肉 吨 *,,) +#*, &!.'

禽蛋总产量 吨 #+*$ #)*) !!.*

年末大牲畜存栏 头 (("* *""( &#!."

年末生猪存栏 头 ),("* (!!*" &+.'

)))



工%%业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工业企业数 个 #)!' ###$ #$.'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数 个 #() #)" #"."

工业总产值 万元 (+$#,!$ ("'*#($ #(.,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 ),(!"(# #*.#

万安街道 万元 #!(+(#+ #""))+! !(.!

双阳街道 万元 #(($()! #))#+'# $.$

河市镇 万元 #+"!"+# #)$!)', #*.,

马甲镇 万元 #*!$)! #)#),* #+.)

罗溪镇 万元 $$"#" ,)!)* &*.'

虹山乡 万元 " " &

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 万元 #*,"*$' ##'$',, )(.,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 )$*+++, #*.,

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 - ,$.* ,'.$ &

注(分乡镇规模以上工业比增用现价计算#

)()



资质以上建筑业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建筑业企业数 个 *# (( #*.,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 #)#$)!! !(.'

%内资企业 万元 #+()'+$ #)#$)!! !(.'

国有企业 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万元 *+'*)$ )'$#*) *".#

股份有限公司 万元 )() *)"# &,).*

私营企业 万元 #"'*$$' ,)($+$ #*.#

建筑业竣工产值 万元 +$*",, +#"#*) #!.)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 *$'.$+ )(.'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 #)(.(# ('.+

年末从业人员数 人 +,$() **$') !*."

)*)



固定资产投资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万元 ##'!)## #"")($$ #+.$

项目投资 万元 $((!(( ',,,*+ *.*

%%1工业投资 万元 !$$')+ )+$(#" &!#.+

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 !")*)! +#.!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 #,'."( ).!

商品房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 !".+ ).+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 !#.,, #!'.,

%1住宅 万平方米 ().+) !".$( #",.)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 #++'#) #*,.#

%1住宅 万元 )+',)# #*+(!$ #)*.!

)+)



商%%业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 )!,#$' !!.)

%#!批发零售贸易业 万元 #$""* #+)+$ #"."

限额以上 万元 & & &

限额以下 万元 #$""* #+)+$ #"."

%!!零售业 万元 )(+#'( !''$$, !(.+

限额以上 万元 #+("'# #"+!)$ *(.(

限额以下 万元 #$!#") #'#+*# +.#

%)!住宿和餐饮业 万元 )$)"( )(,)" ,.'

限额以上 万元 #,,) #!(+ +"."

限额以下 万元 )+)## ))+$( '.$

)')



财%%政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不含基金' 万元 #'""!" #(+")! #+.(

其中(工商税收 万元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 ,(*"" '.(

其中(#.税收收入 万元 ,#++! +$,*) )!.,

!.非税收入 万元 ,$*$ !**('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 #))#+* #!.!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 #*)!' &'.#

教育支出 万元 )'!$" !$$*# !,.!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 ))++ !*.,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万元 #),) ##',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 #('"# #'.*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万元 #+,+* #*+$) $.!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 #)+! )).)

农林水支出 万元 #*)"$ #))** #(.+

交通运输支出 万元 )(' *'" &),.#

)$)



各镇!乡"街道#财政收入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万元 #'""!" #(+")! #+.(

万安街道 万元 ''")) *")() *)."

双阳街道 万元 (##*! )*,'$ #(.(

河市镇 万元 !#*"" #$!"( #$.#

马甲镇 万元 ,)'( +('+ ((.'

罗溪镇 万元 )+*' )"(* !".#

虹山乡 万元 #+*' #"," *!."

区%直 万元 #*+(' )"$,' &(,.(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 ,(*"" '.(

万安街道 万元 ((*!) !,,+, ($.+

双阳街道 万元 !#$(! #$$*( #*.$

河市镇 万元 #!!(' ,)*( )".,

马甲镇 万元 ($,# )!,$ ($.)

罗溪镇 万元 #$!! #*)) #$.,

虹山乡 万元 $#) '!$ ##.'

区%直 万元 #*)$! )"'+* &*"."

),)



金%%融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万元 #+)+$'$ #*))$!, +.'

%人民币存款余额 万元 #+!!*+" #*!"#'$ +.'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 万元 +$'(+' *,#$*+ #+.!

%人民币住户存款余额 万元 +$*('( *$,$$* #+.!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万元 #*!#+$" #*"#'(! #.)

%人民币贷款余额 万元 #)''',) #!**(+' ,.'

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万元 '($,,( $")*)) &+.$

金融机构现金支出 万元 '))#*( '$)**! &+.(

货币净回笼& &'净投放& 2' 3 &#*$(" &#,,$# &

)"#)



劳动工资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一!从业人员年末人数 人 ("+$! ("*)# ".(

#.在岗职工 人 )''#( )$''( &!.'

国有经济 人 )*+) )*)$ ".'

城镇集体经济 人 !!$ !!* #.)

其他经济类型 人 )),!) )*"## &).#

!.劳务派遣人员 人 #,'* '+) #*$.$

).其他从业人员 人 ,,) ,,( &".#

二!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元 *!)"" ($)"# $.)

#.在岗职工 元 *)(!' ($$"* ,.*

国有经济 元 #"$)'! $$#") !)."

城镇集体经济 元 ,(#+! $(('* ##.*

其他经济类型 元 (')+$ ((*(* +.)

!.劳务派遣人员 元 ),#,( (",+# &(.)

).其他从业人员 元 )+*#, ))'#* $.)

)##)



对外经济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新批三资企业数 家 ! !

增资三资企业数 家 ) #

投资总额 万美元 ($*" +(*,

合同利用外资 万美元 ($*" (+"

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径' 万美元 (++* (*"" ).'

三资企业总产值 万元 $'*""" $("""" (.!

投产开业数 家 # "

进出口总值&海关口径' 亿元 ().(( (!.,+ #.#

%1进口总值 亿元 !.(' !.!# ##.$

出口总值 亿元 (".,' (".'* ".*

)!#)



文教卫生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学校数 所 (* ((

%其中(普通中学 所 #" ,

普通小学 所 )* )*

教职工数 人 #$(" #'$# ).)

%其中(普通中学 人 ,#* $*+ +.,

普通小学 人 ,!* ,!* "."

专任教师 人 #+$* #+*( #.,

%其中(普通中学 人 ',$ '+, ).$

普通小学 人 $$' $$* ".!

卫生医疗保健机构 个 #) #) "."

病床数 床 *+* *+* "."

医务工作人员 人 *"# ('$ (.$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注' 人 (** ()! *.)

注(卫生技术人员含未评定职称人员#

))#)



居民生活

指标名称 单位 !"#'年 !"#+年
增 长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 '.(

%1城镇居民 元 )'),! )(,## '.#

农村居民 元 #*'", #(*,' '.+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 #+*,# *.$

%1城镇居民 元 !!'#+ !#+*# (.,

农村居民 元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