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六年镇康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6年是镇康县“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县委、县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

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求进，稳中向好，顺

利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

一、四年来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全县生产总值由2013年的30.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9.18

亿元，年均增长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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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生产总值由2013年的17140元增长到2016年的21359元，

年均递增9.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13年的6.15亿元降到2016年的

5.26亿元，可比价年均增长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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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固定资产由2013年的42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

91.67亿元，年均增长32.5%。

地方财政收入由2013年的3.55亿元降到2016年的3.19

亿元，年均增长4.5%（以2012年2.67亿元为基数）。

地方财政支出由2013年的16.8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7.82

亿元，年均增长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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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2013年的6.05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

8.86亿元，年均增12.7%。

外贸进出口由2013年的10.62亿元下降到2016年的4.47

亿元，年均递减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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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17516元增长到

2016年的22707元，年均增8.3%。

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6199元增长到8786

元，年均增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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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综合

初步核算，2016年完成生产总值（GDP）391823万元,按可

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0.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89805

万元，同比增长6.1%；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124163万元，同比

增长14.2%；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177855万元，同比增长10.8%；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24.0︰31.6︰44.4调整为22.9︰31.7

︰45.4。全年完成财政收入47984万元，同比增长5.3%，其中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1906万元，同比增长6.2%。完成一般性财

政支出178183万元,同比下降6.1％。单位GDP能耗为0.7259

吨标准煤/万元，同比下降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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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农村经济

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支

农惠农政策措施，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在新农村建设的有

力推动下，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良

好的发展态势。实现农业总产值177880万元，同比增长6.2%，

完成农业增加值92329万元，比上年增长6.2%。农作物总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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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712905亩，比上年减少9760亩，下降1.35%。其中：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480027亩，比上年减少7433亩，下降1.5%；

全年粮食总产量89000吨,比上年增加1800吨，增长2.06%。其

中：秋粮75982吨，比上年增加756吨；夏粮13108吨，比上

年增加1044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232878亩，比上年减少2327

亩，下降0.98%。烤烟种植面积为12284亩，比上年增加2198

亩，增幅21.79%；甘蔗种植面积为147911亩，比上年减少4993

亩，下降3.27%；茶叶种植面积为82535亩，比上年增加563亩，

增幅0.69%；坚果种植面积为354991亩，比上年增加89318亩，

增幅33.62%；橡胶种植面积为139040亩，比上年减少61亩，

下降0.04%；核桃种植面积为726043亩，比上年增加7378亩，

增幅1.03%；咖啡种植面积为131380亩，比上年增加4428亩，

增幅3.49%。

表 1：主要农产品产量情况表

指标名称 单位 2015年 2016年 比上年＋－％

粮食总产量

甘蔗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87200

653672.7

5665.5

18418

89000

581324.6

6144.3

11852.3

2801.3

2813.4

18852.9

9424.8

1265

2.06

-11.07

8.45茶叶

水果 -35.65

32.14

-0.11

29.72

69.7

坚果 2120

橡胶 2816.4

14533.1

5553.8

1007

核桃

咖啡

烤烟 25.61

-8-



全年大牲畜年末存栏81127头，比年初增长0.57%；生猪

年末存栏305811头，比年初增长0.76%；羊年末存栏72825只，

比年初增长9.91%。水产品产量7631吨，增长9.64%。

表2：主要畜产品产量及牲畜出栏情况表

指标名称

大牲畜出栏

猪出栏

单位

头

2015年

15912

189450

31050

16405

372.8

2016年

16240

199156

32927

17028

347.4

比上年＋－％

2.06

头 5.12

羊出栏 只 6.05

肉类总产量

禽蛋

吨 3.8

吨 -6.81

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1003.1万瓦特,同比增长4.51％；

大中型农用拖拉机达4891台；小型农用拖拉机4651台；农用

排灌机械动力21.48万瓦特,与上年持平，累计有效灌溉面积达

12.1千公顷,同比增加0.81千公顷；当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

4.41公顷,农业生产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经济

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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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322958万元，同

比增长17.8%，实现工业增加值65450万元,同比增长12.4％。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2596万元，同比增长13.6％。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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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供求及价格等因素的影响，矿业产品产量大幅下降。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

指标名称

发电量

成品糖

精制茶

水泥

单位

万千瓦时

吨

2015年

41762

165026.3

985

2016年

53517

161218

1072.1

84.6

比上年＋－％

28.1

-2.3

吨 8.8

万吨

吨

59.2 42.9

锌精矿

铁精矿

铜精矿

硅

8572.7

315669

599

1416 -67.0

-9.4吨 285865

208吨 -65.3

2.3吨 9792 10013

10993

15735

淀粉 吨 15786

6500

-23.0

142.1咖啡豆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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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916662万元，同比

增长25.4%；房地产投资30010万元，同比下降42.2%。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

交通运输业稳步发展。全县通公路里程6589公里，完成货

运量204.44万吨,增长6.8%，货物周转量14320.02万吨公里,

增长8.2％,客运量56.48万人,增长2.5％,旅客周转量

5406.62万人公里,增长5.1％。

邮电通信业继续保持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全年完成邮

电业务收入1219.37万元,比上年增长6.0％,固定电话发展到

0.66万部,移动电话用户达165000户，固定电话普及率3.6部

/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89.6部/百人，互联网入户数达253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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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

城乡市场稳中趋旺活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8641.8

万元,比上年增长3.4％，其中:城市市场增长3.4％，农村市场

增长3.4％；批发零售贸易业增长17.9%，住宿餐饮业增长17.4%，

其他行业增长17.8%。

对外贸易、对内对外开放和旅游业

对外贸易受挫。完成进出口总额44742.6万元,同比下降

2.6％,其中:进口总额达8234.2万元,同比下降51.7％,出口总

额达36508.4万元,同比增长26.4％。

在“招商引资”工程的强有力推动下，对内对外开放又有

新发展。全年共引进外来投资企业78户，签订招商引资项目8

个，协议总投资102.72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27.09亿元，实

施在建项目129个。

旅游行业逐步升温。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95.94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55.97％,其中:接待海外旅游人数7.29万人次,同

比增长6.04％；实现旅游业总收入100477万元,同比增长

51.56%。创外汇收入163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5.98％。

金融业

金融系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金融风险意识增

强,运行稳健。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510735万

元,同比增长8.1％,年末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280545万元,同比

增长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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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

科技工作进一步强化。全县安排科技三项费用18.8万元,共实

施科技项目9个,实施科普培训9场次，科普受训0.98万人，创建

农村科普示范基地5个，有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截止年底,成立县级学会、协会6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84

个,全年举办科普讲座8次,听讲人数达1800人次；举办科普展

览9次,参观人数达1.7万人；实用技术培训27场次,受训人数

近2950人次，招收“农函大”学员2800人；科学技术的推广

和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教育事业取得新发展。拥有各类学校104所,其中:普通中

学8所,完全中学1所,小学77所（含教学点5个）,幼儿园16

所。在校学生人数30493人,七个乡镇已全部实现普九；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99.54%，初中毛入学率99.48%，高考上线率达96.71%。

教育综合改革成效明显，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深化，为教

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拥有综合档案馆1个，文化馆1个,图书馆1个，馆藏图书

44017册；艺术表演团队1个,表演场所1个,电影队5个。

广播电视事业稳步发展。拥有高山无线发射台2座，卫星

地面接收站24577座;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9.46％。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全县有卫生机构13个，病床789张，

比上年增加24张，有卫生技术人员745人，比上年增加89人，

其中执业医师110人，执业助理医师58人，注册护士158人，

建立农村卫生室74个，有乡村医生1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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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及社会福利事业

积极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新增就业

2402人；开发公益性岗位160个，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705人，困

难人员再就业623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9%以内；农村常

住居民可支配收入8786元,同比增长9.5%；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22707元,同比增长8.6％。

扶贫工作以基本解决绝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促进低收入人

口增收为目标，加大扶贫力度，全年减少贫困人6796人，1801户。

共有各类社会福利单位2个,福利单位床位数370张，收养

人数49人；低保救济人数达57748人(其中：农村55296人，

城镇2452人),发放救济款11706.63万元。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16年，人口出生率为11.46‰,比上年下降2个千分点,

死亡率为5.03‰同比下降1.71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为6.43‰,

同比下降0.29个千分点。年末常住人口为184100人,同比增加

1300人。计划生育率为82.44％,综合节育率为84.91％。

镇康县统计局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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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1、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

期内（通常为一年）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简称GDP）。即所有常住

机构单位或产业部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

的价值。

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

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

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

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

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

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

口货物和服务。

2、三次产业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

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它大体反映了人类生活需要、

社会分工和经济活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基本反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

产活动的历史顺序，以及社会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相互关系，

是研究国民经济的一种重要方法。

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即农业，包括种植

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

业，即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气、热水、

煤气）和建筑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

即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它各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

产业可以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

3、总产值 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

产的最终产品或提供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4、增加值 是指常住单位生产过程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固定资

产的转移价值。它可以按生产法计算，也可以按收入法计算。按生

产法计算，它等于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按收入法计算，它等于劳动

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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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

品总量。它用价值量形式综合说明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农业生

产的总成果或总规模，它是观察农业生产水平和发展速度，研究农

业内部比例关系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布局的一个重要综合

指标。同时，也是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基础

资料。

6、农业增加值 指项目在报告期（一年）内农林牧渔及农林

牧渔业生产货物或提供活动而增加的价值，为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

值扣除农林牧渔业现价中间投入后的余额。

7、工业总产值 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

产的已出售或可供出售的工业产品总量。它是反映一定时间内工业

生产总规模和总水平的重要指标，是计算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和主要

比例关系，计算工业产品销售和其它经济指标的重要依据。

8、工业增加值 是指在报告期内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活动中

创造的价值，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工业生产的实际水平，是计算工业

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工业增加值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生产法；

二是收入法，也称要素分配法。

9、固定资产投资额 又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指以货币

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以及与

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发展速

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又是观察工程进度和考核

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

固定资产投资额统计内容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

其它固定资产及房地产开发投资。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国民经济各行业直接销售给城乡居民和

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它是反映各行业通过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

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总量，是研究国内零售市场变动情况、反映经济景

气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11、财政收入 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

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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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按照一定的形式和程序，由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组织并纳入地方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各项收入。

包括：

（1）税收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

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

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

（2）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

13、财政支出 指国家财政将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分配使用，

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

1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是指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对所集

中的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安排的支出。

1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

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营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

16、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农村住户获得的经过初次分配

与再分配后的收入。可支配收入可用于住户的最终消费、非义务性

支出以及储蓄。计算方法：

17、恩格尔系数 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

比重。一个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费用比例的大小，可以衡量

其家庭收入状况。计算公式为：

食品支出总额

恩格尔系数＝——————————×100%

消费性支出总额

国外一些专家根据恩格尔系数，提出如下数量界限：恩格尔系数

在59%以上为生活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

水平；20%—40%为富裕；20%以下为最富裕。

18、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或财产

分配）不平均程度的一种指标。它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

根据落伦茨曲线计算出的一种比率。基尼系数是在0与1之间的一

-18-



个数，基尼系数越大，反映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越小，反映收入分

配越平均。国家统计局提出我国小康生活的基尼系数应在0.3至0.4

范围内。

19、贫困发生率指的是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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