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1] 

2013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

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探

索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实现了良好开局。 
 

  一、综合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8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3.73%，比上年末提高1.16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640
万人，出生率为12.08‰；死亡人口972万人，死亡率为7.16‰；

自然增长率为4.92‰。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为2.89亿人，

其中流动人口[3]为2.45亿人。 

 
 

表1 2013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万人 

指 标 年末数 比重% 
全国总人口 136072 100.0 
  其中：城镇 73111 53.73 
     乡村 62961 46.27 
  其中：男性 69728 51.2 
     女性 66344 48.8 



	  

	  

  其中：0-15岁 [4]（含不满16
周岁） 23875 17.5 

     16-59岁（含不满60周
岁） 91954 67.6 

     60周岁及以上 20243 14.9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13161 9.7 

 
  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5]568845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6957亿元，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249684亿元，增长

7.8%；第三产业增加值262204亿元，增长8.3%。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就业持续增加。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77万人，其中城

镇就业人员38240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略低于上年末的4.09%。全国农

民工[6]总量为26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

民工16610万人，增长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长

3.6%。 
 

 
 
  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

员的比率为66199元/人（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

提高7.3%。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4.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0.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0%。农产品生产者价格[7]上涨3.2%。 
 



	  

	  

 
 

表2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单位：%  

指    标 全 国 
  

城 市 农 村 
居民消费价格 2.6 2.6 2.8  

其中：食 品 4.7 4.6 4.9  
     烟酒及用品 0.3 0.1 0.8  
     衣 着 2.3 2.2 2.5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5 1.5 1.3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3 1.2 1.8  
   交通和通信 -0.4 -0.5 0.1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8 1.7 1.8  
   居 住 2.8 3.0 2.3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上涨的城

市个数年末为65个。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8]129143亿
元，比上年增加11889亿元，增长10.1%；其中税收收入

110497亿元，增加9883亿元，增长9.8%。 
 



	  

	  

 
 
  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8213亿美元，

比上年末增加5097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

6.0969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3.1%。 
 

 



	  

	  

 
  二、农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195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5万公顷；

棉花种植面积435万公顷，减少34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1408万公顷，增加15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99万公顷，减

少4万公顷。 
 
  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60194万吨，比上年增加

1236万吨，增产2.1%。其中，夏粮产量13189万吨，增产1.5%；

早稻产量3407万吨，增产2.4%；秋粮产量43597万吨，增产

2.3%。其中，主要粮食品种中，稻谷产量20329万吨，减产

0.5%；小麦产量12172万吨，增产0.6%；玉米产量21773万
吨，增产5.9%。 
 

 
 
  全年棉花产量631万吨，比上年减产7.7%。油料产量

3531万吨，增产2.8%。糖料产量13759万吨，增产2.0%。

茶叶产量193万吨，增产7.9%。 
 



	  

	  

  全年肉类总产量8536万吨，比上年增长1.8%。其中，

猪肉产量5493万吨，增长2.8%；牛肉产量673万吨，增长

1.7%；羊肉产量408万吨，增长1.8%；禽肉产量1798万吨，

下降1.3%。年末生猪存栏47411万头，下降0.4%；生猪出栏

71557万头，增长2.5%。禽蛋产量2876万吨，增长0.5%。

牛奶产量3531万吨，下降5.7%。 
 
  全年水产品产量6172万吨，比上年增长4.5%。其中，

养殖水产品产量4547万吨，增长6.0%；捕捞水产品产量1625
万吨，增长3.5%。 
 
  全年木材产量8367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3%。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29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11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210689亿元，

比上年增长7.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7%。在规模

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6.9%；

集体企业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11.0%，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增长8.3%；私营企业增长12.4%。分门类看，采

矿业[10]增长6.4%，制造业增长10.5%，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9.4%，纺织业增长8.7%，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9.2%，专

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5%，汽车制造业增长14.9%，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增长10.9%。六大高耗能行业[11]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0.1%，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1.5%，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2.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

长14.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9.9%，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2%，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增长6.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8%。 
 

表3 2013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

长% 
纱 万吨 3200.0 7.2 
布 亿米 882.7 4.0 
化学纤维 万吨 4121.9 7.4 



	  

	  

成品糖 万吨 1589.7 12.8 
卷 烟 亿支 25604.0 1.8 
彩色电视机 万台 12776.1 -0.4 
其中：液晶电视机 万台 12290.3 4.5 
家用电冰箱 万台 9261.0 9.9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13057.2 5.3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亿吨标准煤 34.0 2.4 
原 煤 亿吨 36.8 0.8 
原 油 亿吨 2.09 1.8 
天然气[12] 亿立方米 1170.5 9.4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53975.9 7.5 
  其中：火电 亿千瓦小时 42358.7 7.0 
     水电 亿千瓦小时 9116.4 5.6 
     核电 亿千瓦小时 1106.3 13.6 
粗 钢 万吨 77904.1 7.6 
钢 材[13] 万吨 106762.2 11.7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4054.9 9.7 
  其中：精炼铜

（电解铜） 万吨 649.0 12.7 

     原铝

（电解铝） 万吨 2205.9 9.2 

氧化铝 万吨 4437.2 17.7 
水 泥 亿吨 24.2 9.3 
硫 酸（折100%） 万吨 8122.6 3.1 
纯 碱 万吨 2434.9 1.6 
烧 碱（折100%） 万吨 2859.0 6.0 
乙 烯 万吨 1622.6 9.1 
化 肥（折100%） 万吨 7037.0 3.0 



	  

	  

发电机组（发电设

备） 万千瓦 12572.8 -3.3 

汽 车 万辆 2211.7 14.7 
  其中：基本型

乘用车（轿车） 万辆 1210.4 12.4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58.7 11.4 
集成电路 亿块 866.5 11.2 
程控交换机 万线 3115.7 10.1 
移动通信手持机 万台 145561.0 23.2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33661.0 5.8 

 
  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24738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9.3%。其中，火电装机容量86238万千瓦，增长5.7%；水电

装机容量28002万千瓦，增长12.3%；核电装机容量1461万千

瓦，增长16.2%；并网风电装机容量7548万千瓦，增长24.5%；

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479万千瓦，增长3.4倍。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2831亿元，比上年增

长12.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5194亿元，增长6.4%；

集体企业825亿元，增长2.1%，股份制企业37285亿元，增长

11.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4599亿元，增长15.5%；

私营企业20876亿元，增长14.8%。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38995亿元，比上年增长9.5%。

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

润5575亿元，增长16.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363亿
元，增长20.1%。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47074亿元，比上年增长19.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8.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28亿元，增

长19.6%；农户投资10547亿元，增长7.2%。东部地区投资
[14]179092亿元，比上年增长17.9%；中部地区投资105894亿
元，增长22.2%；西部地区投资109228亿元，增长22.8%；东

北地区投资47367亿元，增长18.4%。 
 



	  

	  

 
 
表4 2013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

速度  
单位：亿元 

行      业 投资额 比上年增

长% 
总   计 436528 19.6 
农、林、牧、渔业 11611 32.4 
采矿业 14750 10.9 
制造业 147370 18.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19744 18.4 

建筑业 3737 1.4 
批发和零售业 12695 3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6194 17.2 
住宿和餐饮业 6001 17.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3216 19.5 

金融业 1250 35.3 
房地产业[15] 111424 20.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922 26.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149 27.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7598 26.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037 20.8 
教育 5486 19.1 
卫生和社会工作 3184 21.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251 23.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 
5908 -2.3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16]投资9241
亿元，比上年增长32.5%；第二产业投资184804亿元，增长

17.4%；第三产业投资242482亿元，增长21.0%。 
 

表5 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 万千伏安 19631 
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5586 
  其中：高速铁路[17] 公里 1672 
增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 公里 4180 
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4810 
新建公路里程 公里 70274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8260 
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 万吨 33119 



	  

	  

新增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266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86013亿元，比上年增长19.8%。其

中，住宅投资58951亿元，增长19.4%；办公楼投资4652亿元，

增长38.2%；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1945亿元，增长28.3%。 
 
  全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666万套（户），

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544万套。 
 

表6 2013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及其增长

速度  

指  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

长% 
投资额 亿元 86013 19.8 
  其中：住宅 亿元 58951 19.4 
   其中：90平方米及以下 亿元 19446 15.8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665572 16.1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486347 13.4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201208 13.5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45845 11.6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101435 2.0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78741 -0.4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30551 17.3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15723 17.5 
本年到位资金 亿元 122122 26.5 
  其中：国内贷款 亿元 19673 33.1 
  其中：个人按揭贷款 亿元 14033 33.3 

 
  五、国内贸易  



	  

	  

 
  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78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1.5%。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05858亿元，增

长12.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1952亿元，增长14.6%。按消

费形态统计，商品零售额212241亿元，增长13.6%；餐饮收

入额25569亿元，增长9.0%。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饮料、烟

酒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3.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

长11.6%，化妆品类增长13.3%，金银珠宝类增长25.8%，日

用品类增长14.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4.5%，中西

药品类增长17.7%，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1.8%，家具类增长

21.0%，通讯器材类增长20.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9.9%，汽

车类增长10.4%，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2.1%。 
 
  六、对外经济  
 



	  

	  

  进出口稳中有升。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8267亿元人民

币，以美元计价为416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

出口137170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22096亿美元，增长

7.9%；进口12109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19504亿美元，

增长7.3%。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16072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加1514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2592亿美元，增

加289亿美元。 
 
 

 
 
表7 201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亿美元  
指   标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进出口总额 41600 7.6 
货物出口额 22096 7.9  

   其中：一般贸易 10875 10.1  
      加工贸易 8605 -0.3  



	  

	  

   其中：机电产品 12652 7.3  
    高新技术产品 6603 9.8  

货物进口额 19504 7.3  
   其中：一般贸易 11099 8.6  
      加工贸易 4970 3.3  
   其中：机电产品 8400 7.3  

高新技术产品 5582 10.1  
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 2592 —  
 

表8 2013年主要商品出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商品名称 单位 数量 
比上年 
增长% 

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煤（包括褐煤） 万吨 751 -19.1 11 -33.1 
钢材 万吨 6234 11.9 532 3.4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 — — 1069 11.7 
服装及衣着附件 —— — — 1770 11.3 
鞋类 —— — — 508 8.4 
家具及其零件 —— — — 518 6.2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

部件 万台 187050 2.0 1822 -1.7 

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 万台 118582 16.9 951 17.3 
集装箱 万个 270 8.8 79 -6.4 
液晶显示板 万个 326577 3.1 359 -1.0 
汽车（包括整套散件） 万辆 92 -6.7 120 -5.3 

 
表9 2013年主要商品进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商品名称 
数量 

（万吨） 
比上年 
增长% 

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谷物及谷物粉 1458 4.3 51 6.6 
大豆 6338 8.6 380 8.6 
食用植物油 810 -4.2 81 -16.7 
铁矿砂及其精矿 81931 10.2 1059 10.4 
氧化铝 383 -23.7 14 -22.7 
煤（包括褐煤） 32708 13.4 290 1.1 
原油 28192 4.0 2196 -0.5 
成品油 3959 -0.6 320 -3.2 
初级形状的塑料 2462 3.9 491 6.3 
纸浆 1685 2.4 114 3.7 
钢材 1408 3.1 170 -4.3 
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453 -2.5 353 -8.5 

 
表10 2013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长

速度  
单位：亿美元 

国家和地

区 
出口额 

比上年 
增长% 

进口额 
比上年 
增长% 

欧盟 3390 1.1 2200 3.7 
美国 3684 4.7 1525 14.8 
东盟 2441 19.5 1996 1.9 
中国香港 3848 19.0 162 -9.3 
日本 1503 -0.9 1623 -8.7 
韩国 912 4.0 1831 8.5 
中国台湾 406 10.5 1566 18.5 
俄罗斯 496 12.6 396 -10.2 
印度 484 1.6 170 -9.6 

 



	  

	  

  全年服务进出口（按国际收支口径统计，不含政府服务，

下同）总额53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其中，服务出

口2106亿美元，增长10.6%；服务进口3291亿美元，增长17.5%。

服务进出口逆差1185亿美元。 
 
  全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2773家，比上

年下降8.6%。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76亿美元，增长

5.3%。 
 

表11 2013年非金融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行  业 
企业数 
（家） 

比上年 
增长% 

实际使用金额 
（亿美元） 

比上年 
增长% 

总   计 22773 -8.6 1175.9 5.3 
其中：农、林、牧、渔

业 
757 -14.2 18.0 -12.7 

制造业 6504 -27.5 455.5 -6.8 
电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200 7.0 24.3 48.2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401 1.0 42.2 21.4 

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 
796 -14.0 28.8 -14.2 

批发和零售业 7349 4.6 115.1 21.7 
房地产业 530 12.3 288.0 19.4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3359 4.0 103.6 26.2 

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 
166 -13.5 6.6 -43.6 

 



	  

	  

  全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额902亿美元，比上年增

长16.8%。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371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17.6%；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2.7万人，增长

2.9%。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平稳较快增长。全年货物运输总量451亿吨，

比上年增长9.9%。货物运输周转量186478亿吨公里，增长

7.3%。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6.1亿吨，比上年

增长8.5%，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33.1亿吨，增长9.2%。规模

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8878万标准箱，增长6.7%。 
 
表12 2013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

速度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

长%  

货物运输总量 亿  吨 450.6 9.9 
铁路 亿  吨 39.7 1.6 
公路 亿  吨 355.0 11.3 
水运 亿  吨 49.3 7.5 
民航 万  吨 557.6 2.3 
管道[18] 亿  吨 6.6 6.3 
货物运输周转

量 亿吨公里 186478.4 7.3 

铁路 亿吨公里 29173.9 0.0 
公路 亿吨公里 67114.5 12.7 
水运 亿吨公里 86520.6 5.9 



	  

	  

民航 亿吨公里 168.6 2.9 
管道 亿吨公里 3500.9 9.0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40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5.6%。旅客

运输周转量36036亿人公里，增长7.9%。 
 
表13 2013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

度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总

量 亿人次 401.9 5.6 

铁路 亿人次 21.1 10.8 
公路 亿人次 374.7 5.3 
水运 亿人次 2.6 1.8 
民航 亿人次 3.5 10.9 
旅客运输周

转量 亿人公里 36036.0 7.9 

铁路 亿人公里 10595.6 8.0 
公路 亿人公里 19705.6 6.7 
水运 亿人公里 76.3 -1.6 
民航 亿人公里 5658.5 12.6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3741万辆（包括三轮汽

车和低速货车105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3.7%，其中私人

汽车保有量10892万辆，增长17.0%。民用轿车保有量7126万
辆，增长19.0%，其中私人轿车6410万辆，增长20.8%。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9]16679亿元，比上年增长11.1%。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2725亿元，增长33.8%；电信业务总量



	  

	  

13954亿元，增长7.5%。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63.20
亿件，包裹业务0.69亿件，快递业务量91.9亿件；快递业务

收入1442亿元。电信业全年局用交换机容量减少2697万门，

总容量41052万门；新增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20]12522万户，

达到196545万户。年末固定电话用户26699万户。新增移动

电话用户11696万户，年末达到122911万户，其中3G移动电

话用户[21]40161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110.5部/百人。互联网

上网人数6.18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22]5.0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45.8%。 
 
 

 
 
  全年国内游客[23]32.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3%；国内旅

游收入26276亿元，增长15.7%。入境游客12908万人次，下

降2.5%。其中，外国人2629万人次，下降3.3%；香港、澳门

和台湾同胞10279万人次，下降2.3%。在入境游客中，过夜

游客5569万人次，下降3.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17亿美元，

增长3.3%。国内居民出境9819万人次，增长18.0%。其中因

私出境9197万人次，增长19.3%。 



	  

	  

 
  八、金融  
 
  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

额为110.7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狭义货币供应量（M1）
余额为33.7万亿元，增长9.3%；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5.9
万亿元，增长7.2%。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24]为17.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比上年多1.5万亿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07.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

余额104.4万亿元，增加12.6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76.6万亿元，增加9.3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贷

款余额71.9万亿元，增加8.9万亿元。 
 

表14 2013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

速度  
单位：亿元 

指    标 年末数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070588 13.5  

其中：住户存款 465437 13.5  
其中：人民币 461370 13.6  

非金融企业存款 380070 10.1  
各项贷款余额 766327 13.9  

其中：境内短期贷款 311772 16.3  
境内中长期贷款 410346 12.8  

 
  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91644亿元，比年初增加

13324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129721亿元，

增加25401亿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26558亿元，



	  

	  

增加7198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103163亿元，增加

18203亿元。 
 
  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25]6885亿元，比上

年增加1044亿元。其中，A股再筹资（包括配股、公开增发、

非公开增发[26]、认股权证）2803亿元，增加710亿元；上市

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可分离债、公司债筹资4082亿元，增

加1369亿元。 
 
  全年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27]3.67万亿元，比上年减少667
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8]17222亿元，比上年增

长11.2%，其中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9425亿元；健康险

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585亿元；财产险业务原

保险保费收入6212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6213亿元，其

中寿险业务给付2253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

521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3439亿元。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
元，比上年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29]为7907元，增长12.7%。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比上年增长9.7%，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7.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4200
元，增长10.1%。根据从2012年四季度起实施的城乡一体化

住户调查[3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比上年增

长1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农村居民食品消

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7.7%，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

点；城镇为35.0%，下降1.2个百分点。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2212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1785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49750万人，增加1381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57322万



	  

	  

人，增加3680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7416
万人，增加930万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9906万人，

增加2750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6417万人，增加1192万
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197万人。参加工伤保险

人数19897万人，增加887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

7266万人，增加86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16397万人，增

加968万人。年末，2489个县（市、区）实施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9.0%；1-9月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31]为2067亿元。按照年人均纯收入

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农村

贫困人口为8249万人，比上年减少1650万人。 
 
  十、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  
 
  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持续发展。全年研究生招生61.1万人，

在学研究生179.4万人，毕业生51.4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

699.8万人，在校生2468.1万人，毕业生638.7万人。中等职业

教育[32]招生698.3万人，在校生1960.2万人，毕业生678.1万人。

普通高中招生822.7万人，在校生2435.9万人，毕业生799.0
万人。初中招生1496.1万人，在校生4440.1万人，毕业生1561.5
万人。普通小学招生1695.4万人，在校生9360.5万人，毕业

生1581.1万人。特殊教育招生6.6万人，在校生36.8万人，毕

业生5.1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3894.7万人。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1906亿元，比

上年增长15.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其中基础研究经

费569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3543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18
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

工程实验室14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002家。全

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33]累计支持设立141家创业投资企

业，资金总规模近390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422家。全年受

理境内外专利申请237.7万件，其中境内申请221.0万件，占

93.0%。受理境内外发明专利申请82.5万件，其中境内申请

69.3万件，占84.0%。全年授予专利权131.3万件，其中境内

授权121.0万件，占92.2%。授予发明专利权20.8万件，其中

境内授权13.8万件，占66.6%。截至年底，有效专利419.5万
件，其中境内有效专利352.5万件，占84.0%；有效发明专利

103.4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54.5万件，占52.7%。全

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9.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7469.0亿元，

比上年增长16.0%。 
 



	  

	  

  全年成功发射卫星14次。神舟十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

目标飞行器成功实施首次绕飞交会试验，嫦娥三号探测器顺

利实现首次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查，“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实现从深潜海试到科学应用的跨越。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30098个，其中国家检测

中心556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174个，已累

计完成对110949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

准1870项，其中新制定1161项。全国共有地震台站1687个，

区域地震台网32个。全国共有海洋观测站79个。测绘地理信

息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585种。 
 
  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055个，博物馆

2638个。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073个，文化馆3298个。有线

电视用户2.24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69亿户。年末广播

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8.4%。全年生产电视剧441部15783集，电视动画片199132



	  

	  

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638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

影片[34]186部。出版各类报纸478亿份，各类期刊34亿册，图

书83亿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4122个，已开放各类

档案12059万卷（件）。 
 
  全年我国运动员在22个运动大项中获得124个世界冠军，

共创13项世界纪录。全年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28项国际赛事

中获得306个世界冠军。 
 
  十一、卫生和社会服务  
 
  卫生和社会服务事业不断进步。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

机构973597个，其中医院24720个，乡镇卫生院36978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3976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184058个，村卫生室649080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519个，

卫生监督所（中心）2994个。卫生技术人员718万人，其中

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279万人，注册护士278万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618万张，其中医院458万张，乡镇卫生院113
万张。 
 



	  

	  

 
 
  年末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35]4.7万个，床位

509.4万张，收养救助各类人员310.0万人。其中，养老服务

机构4.3万个，床位474.6万张，收留抚养各类人员294.3万人。

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1.9万个，社区服务站10.3万个。年末

全国共有2061.3万人享受城市居民 低生活保障，5382.1万
人享受农村居民 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36]538.2万人。

全年资助1229.3万城市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资助4132.5
万农村困难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37]73万公顷，比上年增

长5.8%。其中，工矿仓储用地21万公顷，增长3.2%；房地产

用地[38]20万公顷，增长26.8%；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32万公

顷，下降2.9%。 
 



	  

	  

  全年水资源总量27860亿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665毫
米。年末全国613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3488亿立方米，比上

年末蓄水量减少5%。全年总用水量617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

长0.6%。其中，生活用水增长2.7%，工业用水增长1.4%，农

业用水下降0.1%，生态补水增长1.6%。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

水量[39]121立方米，比上年下降6.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68立方米，下降5.7%。人均用水量453立方米，与上年基

本持平。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09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418万公顷。

林业重点工程完成造林面积249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

40.9%。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697个，其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407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7万平方公里，新

增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2.0万平方公里。 
 
  全年平均气温为10.2℃，共有9个台风登陆。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7.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

增长3.7%。煤炭消费量增长3.7%；原油消费量增长3.4%；天

然气消费量增长13.0%；电力消费量增长7.5%。全国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7%。 
 
  十大流域[40]的704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占71.7%，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8.9%。十大流域水质总

体为轻度污染，水质保持基本稳定。 
 
  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6.4%，三类海水占8.0%，四类、

劣四类海水占25.6%。 
 
  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12246万立方米，比

上年末增长4.4%；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7.9%，提高0.6个百



	  

	  

分点。城市集中供热面积54.1亿平方米，增长4.5%。建成区

绿地率达到36.0%，提高0.3个百分点。 
 
  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3135万公顷，其中绝收384万公顷。

全年因洪涝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884亿元，因旱灾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905亿元，因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260亿元，因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5亿元。全年

大陆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41次，成灾14次，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995亿元。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3929起，森林火灾受

害森林面积1.4万公顷。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69434人。亿元国内生产

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0.124人，比上年下降12.7%；

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1.52
人，下降7.3%；道路交通万车死亡人数为2.3人，下降8.0%；

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0.288人，下降23.0%。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部分数据因

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

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3]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

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

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

镇街道的人口。 
 
  [4]考虑到我国劳动年龄下限为16周岁，从2013年开始公

布16-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数据。按照往年公报公布口



	  

	  

径，2013年末，0-14岁（含不满15周岁）人口为22329万人，

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为93500万人。 
 
  [5]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6]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

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本

地农民工两部分。 
 
  [7]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是指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

品时的价格。 
 
  [8]公共财政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

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收入。 
 
  [9]图中2009年至2012年数据为公共财政收入决算数，

2013年为执行数。 
 
  [10]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从

2013年开始工业行业不再使用“轻工业”、“重工业”分类，而

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标准

行业分类代替。 
 
  [11]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油田天然气（分为油田气

层气、油田中伴生的溶解气）和煤田天然气（即与煤共生的

瓦斯气）。 
 



	  

	  

  [13]钢材产量数据中含使用钢材加工成其他钢材的重复

计算因素。 
 
  [14]固定资产投资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计算

的合计数据小于全国数据，是因为有部分跨地区的投资未计

算在地区数据中。其中，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

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

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区、市）；东北

地区是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 
 
  [15]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

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16]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2013
年对三次产业划分进行了修订，将“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等三个大类调入第三

产业。 
 
  [17]高速铁路是指 高营运速度达到200公里/小时及以

上的铁路。 
 
  [18]2013年，管道运输统计口径在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基础上增加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 
 
  [19]邮电业务总量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20]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是指移动电话交换机根据一定

话务模型和交换机处理能力计算出来的 大同时服务用户

的数量。 



	  

	  

 
  [21]3G是指第三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3rd-generation，
简称3G），3G移动电话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计费系统拥有

使用信息、占用3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 
 
  [22]手机上网人数是指过去半年通过手机接入并使用互

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数量。 
 
  [23]为规范指标名称，将往年公报中的出游人数、旅游

人数、旅游者统一为游客。 
 
  [24]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

获得的资金总额，是增量概念。 
 
  [25]2013年没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6]非公开增发又叫定向增发，不含资产认购部分。 
 
  [27]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

业债券以及公司债、可转债等。 
 
  [28]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

费收入。 
 
  [29]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

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处于 中间位置的调查

户的人均收入。 
 
  [30]2012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

调查改革，统一了城乡居民收入名称、分类和统计标准，在

全国统一抽选了16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直接开展调查。在此

基础上，计算了城乡可比的新口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时，为保持年度可比，继续按老口径调查和计算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按卫生计生委统计制度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

金支出总额目前仅统计到1-9月份。 
 
  [32]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

和技工学校，其中技工学校数据为2012年数据。 
 
  [33]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是指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通过与地

方政府资金、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或以股

权投资模式直接投资创业企业等方式，培育和促进新兴产业

发展的活动。 
 
  [34]特种影片是指那些采用与常规影院放映在技术、设

备、节目方面不同的电影展示方式，如巨幕电影、立体电影、

立体特效（4D）电影、动感电影、球幕电影等。 
 
  [35]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除收养性机构外，还包括

救助类机构、社区类机构以及军休所、军供站等机构。 
 
  [36]农村五保供养是指老年、残疾和未满16周岁的村民，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

力的村民，在吃、穿、住、医、葬方面得到的生活照顾和物

质帮助。 
 
  [37]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是指报告期内市、县人民政

府根据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依法以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将

土地使用权提供给单位或个人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总量。 
 
  [38]房地产用地是指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总和。 
 



	  

	  

  [3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和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40]十大流域包括原七大水系（包括长江、黄河、珠江、

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

南诸河。 
 
  [41]国家于2013年实施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由于全年

数据正在汇总分析之中，新标准下的2013年空气质量数据暂

缺。国家相关部门将于2014年3月正式发布2013年汇总数据。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

会保障数据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数据来自财政部；

外汇储备和汇率数据来自外汇局；水产品产量数据来自农业

部；木材产量、林业、森林火灾数据来自林业局；灌溉面积、

水资源数据来自水利部；发电装机容量、新增220千伏及以

上变电设备数据来自中电联；新建铁路投产里程、增建铁路

复线投产里程、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铁路运输数据来自铁

路局；新建公路里程、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

公路运输、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新

增光缆线路长度、电话交换机容量、电话用户、上网人数等

通信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保障性住房、城市污水处理、

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建成区绿地率数据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

货物进出口数据来自海关总署；服务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数据来自商

务部；民航数据来自民航局；管道数据来自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民用汽车、交通事故数据来自公安部；邮政业务数

据来自邮政局；旅游数据来自旅游局、公安部；货币金融、

公司信用类债券数据来自人民银行；上市公司数据来自证监

会；保险业数据来自保监会；新农合、卫生数据来自卫生计

生委；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安排科技计划课题、技术合同

等数据来自科技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新

兴产业创投等数据来自发展改革委；专利数据来自知识产权



	  

	  

局；发射卫星数据来自国防科工局；质量检验、国家标准制

定修订数据来自质检总局；地震数据来自地震局；海洋观测

站、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据来自海洋局；测绘数据

来自测绘地信局；艺术表演团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数据来自文化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期刊、图书

数据来自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档案数据来自档案局；体育数

据来自体育总局；残疾人运动员数据来自中国残联；社会服

务、低保和五保供养数据、农作物受灾面积、洪涝地质灾害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低温冷冻和雪

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来自民政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数据来

自国土资源部；自然保护区、环境监测数据来自环境保护部；

平均气温、登陆台风数据来自气象局；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安

全监管总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