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1] 

201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

展改革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牢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

推进改革开放，着力创新宏观调控，奋力激发市场活力，努

力培育创新动力，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平稳运行，结构调整

出现积极变化，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民生事业持续改善，实

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一、综合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49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54.77%。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

人口977万人，死亡率为7.16‰；自然增长率为5.21‰。全

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为2.9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3]为2.53亿人。 
 

表1 2014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

人） 
比重（%） 

全国总人口 136782 100.0 

  其中：城镇 74916 54.77 

    乡村 61866 45.23 

  其中：男性 70079 51.2 



	  

	  

    女性 66703 48.8 

  其中：0-15岁（含不满16周岁）
[4] 

23957 17.5 

    16-59岁（含不满60周岁） 91583 67.0 

    60周岁及以上 21242 15.5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13755 10.1 

 

  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5]636463亿元，比上年增长7.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8332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

7.3%；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增长8.1%。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为42.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8.2%。 
 

 

 

  就业继续增加。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其中城

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全国农民工[6]总量为27395万人，

比上年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增长1.3%；

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长2.8%。 
 

 
 

  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全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7]为

72313元/人，比上年提高7.0%。 
 

 
 

  价格水平涨幅较低。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0.5%。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2%。农产品生产者价格[8]下降0.2%。 
 

 

 
表2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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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 1.8 

  其中：食 品 
3.1 3.3 2.6 

     烟酒及用品 
-0.6 -0.7 -0.5 

     衣 着 
2.4 2.4 2.4 



	  

	  

     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 

1.2 1.2 1.2 

     医疗保健和个

人用品 

1.3 1.2 1.5 

     交通和通信 
-0.1 -0.2 0.0 

     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 

1.9 1.9 1.7 

     居 住[9] 
2.0 2.1 1.9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同比上涨城市

个数上半年各月均为69个，下半年月同比上涨城市个数逐月

减少，12月份为2个，月同比价格下降城市个数增加至68个。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0350
亿元，比上年增加11140亿元，增长8.6%，其中税收收入

119158亿元，增加8627亿元，增长7.8%。 
 

 

 

  注：图中2010年至2013年数据为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决算数，2014年为执

行数。 

 

  外汇储备略有增加。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8430亿美元，

比上年末增加217亿美元。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

6.1428元人民币，比上年升值0.8%。 
 



	  

	  

 
 

  二、农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274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8万公顷。

棉花种植面积422万公顷，减少13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

1408万公顷，增加6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91万公顷，减

少9万公顷。 
 

  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60710万吨，比上年增加

516万吨，增产0.9%。其中，夏粮产量13660万吨，增产3.6%；

早稻产量3401万吨，减产0.4%；秋粮产量43649万吨，增产

0.1%。全年谷物产量55727万吨，比上年增产0.8%。其中，

稻谷产量20643万吨，增产1.4%；小麦产量12617万吨，增

产3.5%；玉米产量21567万吨，减产1.3%。 
 



	  

	  

 
 

  全年棉花产量616万吨，比上年减产2.2%。油料产量

3517万吨，与上年持平。糖料产量13403万吨，减产2.5%。

茶叶产量209万吨，增产8.7%。 
 

  全年肉类总产量8707万吨，比上年增长2.0%。其中，

猪肉产量5671万吨，增长3.2%；牛肉产量689万吨，增长

2.4%；羊肉产量428万吨，增长4.9%；禽肉产量1751万吨，

下降2.7%。禽蛋产量2894万吨，增长0.6%。牛奶产量3725
万吨，增长5.5%。年末生猪存栏46583万头，下降1.7%；生

猪出栏73510万头，增长2.7%。 
 

  全年水产品产量6450万吨，比上年增长4.5%。其中，

养殖水产品产量4762万吨，增长4.9%；捕捞水产品产量1688
万吨，增长3.5%。 
 

  全年木材产量8178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3.1%。 
 

  全年新增耕地灌溉面积132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23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227991亿元，

比上年增长7.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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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集体企业增长1.7%，股份制企业增长9.7%，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增长6.3%；私营企业增长10.2%。分门类看，采

矿业增长4.5%，制造业增长9.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7.7%，纺织业增长6.7%，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9.1%，专

用设备制造业增长6.9%，汽车制造业增长11.8%，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增长9.4%。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5%。

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9.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增长10.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2.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6.2%，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2.2%，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长5.4%。

高技术制造业[10]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3%，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为10.6%。装备制造业[11]增加值增长10.5%，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0.4%。 



	  

	  

 

表3 2014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12]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 

纱 万吨 
3379.2 5.6 

布 亿米 
893.7 -0.4 

化学纤维 万吨 
4389.8 5.5 

成品糖 万吨 
1642.7 3.1 

卷 烟 亿支 
26098.5 1.9 

彩色电视机 万台 
14128.9 10.9 

  其中：液晶电视机 万台 
13865.9 13.3 

家用电冰箱 万台 
8796.1 -5.0 

房间空气调节器 万台 
14463.3 10.7 

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亿吨标准煤 
36.0 0.5 

原 煤 亿吨 
38.7 -2.5 

原 油 万吨 
21142.9 0.7 



	  

	  

天然气[13] 亿立方米 
1301.6 7.7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56495.8 4.0 

  其中：火电 亿千瓦小时 
42337.3 -0.3 

     水电 亿千瓦小时 
10643.4 15.7 

     核电 亿千瓦小时 
1325.4 18.8 

粗 钢 万吨 
82269.8 1.2 

钢 材[14] 万吨 
112557.2 4.0 

十种有色金属 万吨 
4380.1 7.4 

  其中：精炼铜（电解

铜） 
万吨 

764.4 15.0 

     原铝（电解铝） 万吨 
2435.8 10.3 

氧化铝 万吨 
4777.3 7.3 

水 泥 亿吨 
24.8 2.3 

硫 酸（折100%） 万吨 
8846.3 8.5 

纯 碱 万吨 
2514.2 3.4 



	  

	  

烧 碱（折100%） 万吨 
3059.0 4.5 

乙 烯 万吨 
1696.7 6.1 

化 肥（折100%） 万吨 
6887.2 -2.0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万千瓦 
15053.0 6.0 

汽 车 万辆 
2372.5 7.3 

  其中：基本型乘用车

（轿车） 
万辆 

1248.3 3.1 

大中型拖拉机 万台 
64.4 -3.3 

集成电路 亿块 
1015.5 12.4 

程控交换机 万线 
3123.1 15.7 

移动通信手持机 万台 
162719.8 6.8 

微型计算机设备 万台 
35079.6 -0.8 

 

  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36019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8.7%。其中[15]，火电装机容量91569万千瓦，增长5.9%；水

电装机容量30183万千瓦，增长7.9%；核电装机容量1988
万千瓦，增长36.1%；并网风电装机容量9581万千瓦，增长

25.6%；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652万千瓦，增长67.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715亿元，比上年增

长3.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4007亿元，下降5.7%；

集体企业538亿元，增长0.4%，股份制企业42963亿元，增

长1.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5972亿元，增长9.5%；

私营企业22323亿元，增长4.9%。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44725亿元，比上年增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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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3亿元，增长13.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639
亿元，增长11.7%。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12761亿元，比上年增长15.3%[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14.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2005亿元，

增长15.7%，农户投资10756亿元，增长2.0%。东部地区投

资[17]206454亿元，比上年增长15.4%；中部地区投资124112
亿元，增长17.6%；西部地区投资129171亿元，增长17.2%；

东北地区投资46096亿元，增长2.7%。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11983
亿元，比上年增长33.9%；第二产业投资208107亿元，增长

13.2%；第三产业投资281915亿元，增长16.8%。民间固定

资产投资[18]321576亿元，增长18.1%，占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的比重为64.1%。 
 

表4 2014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

长速度  

行      业 投资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总   计 502005 15.7 

农、林、牧、渔业 
14697 31.3 

采矿业 
14681 0.7 



	  

	  

制造业 
166918 13.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2916 17.1 

建筑业 
4450 27.2 

批发和零售业 
15669 25.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2984 18.6 

住宿和餐饮业 
6237 4.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187 38.6 

金融业 
1360 10.5 

房地产业[19] 
123690 11.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970 36.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205 3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6274 23.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262 14.2 

教育 
6678 24.0 

卫生和社会工作 
3983 27.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6192 18.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652 13.6 

 

表5 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与运营能力  

指    标 单 位 绝对数 

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 万千伏安 
22394 

新建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8427 

  其中：高速铁路[20] 公里 
5491 



	  

	  

增、新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 公里 
7892 

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 公里 
8653 

新建公路里程 公里 
65260 

  其中：高速公路 公里 
7394 

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 万吨 
43553 

新增民用运输机场 个 
9 

新增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301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95036亿元，比上年增长10.5%。

其中，住宅投资64352亿元，增长9.2%；办公楼投资5641
亿元，增长21.3%；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4346亿元，增长

20.1%。 
 

  全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住房511万套，

新开工740万套。 
 

表6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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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36 10.5 

  其中：住宅 亿元 
64352 9.2 

    其中：90平方米及以下 亿元 
20335 4.6 

房屋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726482 9.2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515096 5.9 

房屋新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179592 -10.7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24877 -14.4 

房屋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107459 5.9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80868 2.7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120649 -7.6 

  其中：住宅 万平方米 
105182 -9.1 

本年到位资金 亿元 
121991 -0.1 

  其中：国内贷款 亿元 
21243 8.0 



	  

	  

  其中：个人按揭贷款 亿元 
13665 -2.6 

 

  五、国内贸易  
 

  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262394
亿元，比上年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26368亿元，增长11.8%；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6027亿元，增长12.9%。按消费类型统

计，商品零售额234534亿元，增长12.2%；餐饮收入额27860
亿元，增长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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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

长10.9%，化妆品类增长10.0%，金银珠宝类与上年持平，

日用品类增长11.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9.1%，中

西药品类增长15.0%，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11.6%，家具类

增长13.9%，通讯器材类增长32.7%，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6.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13.9%，汽车类增长7.7%。 
 



	  

	  

  全年网上零售额[22]27898亿元，比上年增长49.7%，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4400亿元，增长56.2%。 
 

  六、对外经济 [23]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64334亿元，比上年增长2.3%。

其中，出口143912亿元，增长4.9%；进口120423亿元，下

降0.6%。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23489亿元，比上年增

加7395亿元。 
 

 

 

表7 2014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指   标 金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进出口总额 264334 2.3 

  货物出口额 
143912 

4.9 

 



	  

	  

   其中：一般贸易 
73944 

9.6 

 

      加工贸易 
54320 

1.8 

 

   其中：机电产品 
80527 

2.6 

 

      高新技术产品 
40570 

-1.0 

 

  货物进口额 
120423 

-0.6 

 

   其中：一般贸易 
68162 

-1.0 

 

      加工贸易 
32211 

4.5 

 



	  

	  

   其中：机电产品 
52509 

0.7 

 

      高新技术产品 
33876 

-2.2 

 

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 
23489 

— 

 

 

表8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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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比上年

增长 

（%） 

煤（包括褐煤） 万吨 574 -23.5 43 -35.5 

钢材 万吨 9378 50.5 4350 31.6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 — — 6888 3.8 

服装及衣着附件 — — — 11445 4.2 

鞋类 — — — 3455 9.7 

家具及其零件 — — — 3195 -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

部件 
万台 191836 2.6 11159 -1.3 

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 万台 131199 10.6 7085 20.2 

集装箱 万个 302 12.1 553 13.0 

液晶显示板 万个 245080 -25.0 1952 -12.4 

汽车 万辆 90 -2.8 770 3.5 



	  

	  

 

表9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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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 

比上年增

长（%） 

谷物及谷物粉 1951 33.8 382 20.7 

大豆 7140 12.7 2474 5.0 

食用植物油 650 -19.7 364 -27.3 

铁矿砂及其精矿 93251 13.8 5748 -12.8 

氧化铝 528 37.7 118 35.5 

煤（包括褐煤） 29122 -10.9 1366 -24.4 

原油 30838 9.5 14017 2.8 

成品油 3000 -24.2 1439 -27.7 

初级形状的塑料 2535 3.0 3167 4.0 

纸浆 1796 6.6 741 4.9 

钢材 1443 2.5 1101 4.0 

未锻轧铜及铜材 483 7.4 2188 0.8 

 

表10 2014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额及其增

长速度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进口额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欧盟 
22787 8.3 15031 9.7 

美国 
24328 6.4 9764 3.1 

东盟 
16712 10.3 12794 3.3 



	  

	  

中国香港 
22307 -6.6 792 -21.5 

日本 
9187 -1.4 10027 -0.5 

韩国 
6162 8.9 11677 2.8 

中国台湾 
2843 12.7 9337 -3.9 

俄罗斯 
3297 7.2 2555 3.7 

印度 
3331 10.7 1005 -4.6 

 

  全年服务进出口[24]总额60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6%。

其中，服务出口2222亿美元，增长7.6%；服务进口3821亿
美元，增长15.8%。服务进出口逆差1599亿美元。 
 

  全年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3778家，比

上年增长4.4%。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364亿元，按

美元计价为1196亿美元，增长1.7%。 
 

表11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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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78 4.4 1195.6 1.7 

其中：农、林、牧、渔业 
719 -5.0 15.2 -15.4 

制造业 
5178 -20.4 399.4 -12.3 



	  

	  

电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208 4.0 22.0 -9.3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376 -6.2 44.6 5.7 

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 
981 23.2 27.6 -4.4 

批发和零售业 
7978 8.6 94.6 -17.8 

房地产业 
446 -15.9 346.3 20.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963 18.0 124.9 20.5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 
181 9.0 7.2 9.3 

 

  全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额6321亿元，按美元计价

为10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1%。 
 

表12 2014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速

度  

行  业 

对外直接投资金

额 

（亿美元） 

比上年增

长 

（%） 

总   计 1028.9 14.1 

其中：农、林、牧、渔业 
17.4 19.2 



	  

	  

采矿业 
193.3 -4.1 

制造业 
69.6 -19.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18.4 36.3 

建筑业 
70.2 7.5 

批发和零售业 
172.7 26.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9.3 17.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7.0 100.0 

房地产业 
30.9 45.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72.5 26.5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8748亿元，按美元计

价为14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56.2万人，增长6.6%。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平稳增长。全年货物运输总量439亿吨，比上

年增长7.1%。货物运输周转量184619亿吨公里，增长9.9%。



	  

	  

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11.6亿吨，比上年增长

4.8%，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35.2亿吨，增长5.9%。规模以

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20093万标准箱，增长6.1%。 
 

表13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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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1 

7.1 

铁路 亿  吨 
38.1 

-3.9 

公路 亿  吨 
334.3 

8.7 

水运 亿  吨 
59.6 

6.4 

民航 万  吨 
593.3 

5.7 

管道 亿  吨 
6.9 

5.2 

货物运输周转量 亿吨公里 
184619.2 

9.9 



	  

	  

铁路 亿吨公里 
27530.2 

-5.6 

公路 亿吨公里 
61139.1 

9.7 

水运 亿吨公里 
91881.1 

15.7 

民航 亿吨公里 
186.1 

9.3 

管道 亿吨公里 
3882.7 

10.9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22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9%。旅客

运输周转量29994亿人公里，增长8.8%。 
 

表1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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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 

3.9 



	  

	  

铁路 亿人次 
23.6 

11.9 

公路 亿人次 
190.5 

2.8 

水运 亿人次 
2.6 

12.3 

民航 亿人次 
3.9 

10.6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29994.2 

8.8 

铁路 亿人公里 
11604.8 

9.5 

公路 亿人公里 
11981.7 

6.5 

水运 亿人公里 
74.4 

8.9 

民航 亿人公里 
6333.3 

12.0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5447万辆（包括三轮汽

车和低速货车972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2.4%，其中私人

汽车保有量12584万辆，增长15.5%。民用轿车保有量8307
万辆，增长16.6%，其中私人轿车7590万辆，增长18.4%。 
 

  邮电业务快速增长。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25]21846亿
元，比上年增长19.0%。其中，邮政业务总量3696亿元，增

长35.6%；电信业务总量18150亿元，增长16.1%。邮政业

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56.1亿件，包裹业务0.6亿件，快递业

务量139.6亿件；快递业务收入2045亿元。电信业全年新增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26]7980万户，达到204537万户。年末

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53552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

24943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28609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下

降至18.3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94.5部/百人。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27]20048万户，比上年增加1157万户；

移动宽带用户[28]58254万户，增加18093万户。互联网上网

人数6.49亿人，增加3117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29]5.57亿
人，增加567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 
 

 
 



	  

	  

  全年国内游客36.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7%，国内旅

游收入30312亿元，增长15.4%。入境游客12849万人次，下

降0.5%。其中，外国人2636万人次，增长0.3%；香港、澳

门和台湾同胞10213万人次，下降0.6%。在入境游客中，过

夜游客5562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69
亿美元，增长10.2%。国内居民出境11659万人次，增长

18.7%，其中因私出境11003万人次，增长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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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2%；狭义货币供应量

（M1）余额为34.8万亿元，增长3.2%；流通中货币（M0）
余额为6.0万亿元，增长2.9%。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30]为16.5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

比上年少8598亿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17.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0.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

款余额113.9万亿元，增加9.5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86.8万亿元，增加10.2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81.7万亿元，增加9.8万亿元。 
 

表15 2014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

其增长速度  

指    标 年末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各项存款余额 1173735 9.6 

其中：住户存款 

506890 8.9 



	  

	  

其中：人民

币 

502504 8.9 

非金融企业存款 

400420 5.4 

各项贷款余额 

867868 13.3 

其中：境内短期贷款 

336371 7.9 

境内中长期贷款 

47181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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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42亿元，比年初增加

14105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153660亿元，

增加23938亿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32491亿元，

增加5902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121169亿元，增

加18037亿元。 
 

  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8397亿元，比上年

增加1512亿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A股125只，筹资669
亿元；A股再筹资（包括配股、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31]、

认股权证）4165亿元，增加1362亿元；上市公司通过发行

可转债、可分离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筹资3563亿元，



	  

	  

减少519亿元。全年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51只，筹资159亿
元。 
 

  全年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32]5.1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48万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3]20235亿元，比上年增

长17.5%。其中，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0902亿元，健

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130亿元，财产险业

务原保险保费收入7203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7216亿
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2728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

款及给付700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3788亿元。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7元，比上年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8844元，比上年

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5]为26635元，增长10.3%。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9497元，

增长12.7%。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14491元，比上年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968
元，增长8.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8383元，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10.0%。 
 



	  

	  

 

 

  社会保障建设取得新进展。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人数3411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97万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0107万人，增加357万人。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人数59774万人，增加2702万人。其中，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8325万人，增加882万人；参加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1449万人，增加1820万人。参加失业

保险人数17043万人，增加626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数207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0621万人，增加703
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7362万人，增加98万人。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17035万人，增加643万人。按照年人均

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4
年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比上年减少1232万人。 
 

  十、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  
 

  教育科技和文化体育事业较快发展。全年研究生招生

62.1万人，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毕业生53.6万人。普通本

专科招生721.4万人，在校生2547.7万人，毕业生659.4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36]招生628.9万人，在校生1802.9万人，毕业

生633.0万人。普通高中招生796.6万人，在校生2400.5万人，

毕业生799.6万人。初中招生1447.8万人，在校生4384.6万



	  

	  

人，毕业生1413.5万人。普通小学招生1658.4万人，在校生

9451.1万人，毕业生1476.6万人。特殊教育招生7.1万人，

在校生39.5万人，毕业生4.9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4050.7
万人。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3312亿元，比

上年增长12.4%，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9%，其中基础

研究经费626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3997项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2129项“863”计划课题。截至年底，累计建设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54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1098家。全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37]累计支持设立

213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574亿元，投资创业企业

739家。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236.1万件，授予专利权

130.3万件。截至年底，有效专利464.3万件。全年共签订技

术合同29.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8577亿元，比上年增长

14.8%。 
 



	  

	  

 
 

表16 2014年专利申请受理、授权和有效专利情况  

指 标 专利数（万件） 比上年增长（%） 

专利申请受理数 

236.1 -0.7 

其中：境内专利申请受理数 

218.6 -1.0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92.8 12.5 

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79.0 13.9 

专利申请授权数 

130.3 -0.8 



	  

	  

其中：境内专利授权 

119.2 -1.5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23.3 12.3 

其中：境内发明专利 

15.8 14.1 

年末有效专利数 

464.3 10.7 

其中：境内有效专利 

391.8 11.1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119.6 15.7 

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 

66.3 21.7 

 

  全年成功发射卫星16次。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试验圆

满完成。高分二号卫星成功发射。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27051个，其中国家检测

中心597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183个，已累

计完成对118354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



	  

	  

机构4056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6162万台（件）。全

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1530项，其中新制定1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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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种。 
 

  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008个，博物馆

2760个。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10个，总流通[38]52252万人

次；文化馆3311个。有线电视用户2.31亿户，有线数字电视

用户1.87亿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0%，电

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6%。全年生产电视剧429部
15983集，电视动画片138496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618
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39]140部。出版各类报纸

465亿份，各类期刊32亿册，图书84亿册（张），人均图书

拥有量[40]6.12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4246个，已开

放各类档案12835万卷（件）。 
 

  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41]，全国共有体育场

地169.5万个，场地面积[42]19.9亿平方米。全年我国运动员

在22个运动大项中获得98个世界冠军，共创10项世界纪录。

全年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19项国际赛事中获得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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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

机构982443个，其中医院25865个，乡镇卫生院36899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4264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188415个，村卫生室646044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91个，

卫生监督所（中心）2975个。卫生技术人员739万人，其中

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282万人，注册护士292万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652万张，其中医院484万张，乡镇卫生院117
万张。 
 



	  

	  

 

  年末全国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43]3.8万个，其

中养老服务机构3.4万个。社会服务床位[44]586.5万张，其中

养老床位551.4万张。收留抚养和救助各类人员304.6万人，

其中养老人员288.7万人。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2.2万个，

社区服务站11.4万个。年末全国共有1880.2万人享受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5209.0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五保供养[45]529.5万人。全年资助1310.9万城市困难群

众参加医疗保险，资助4118.9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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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1万公顷，比上年下

降16.5%。其中，工矿仓储用地15万公顷，下降29.9%；房

地产用地[47]15万公顷，下降25.5%；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31
万公顷，下降1.9%。 
 

  全年水资源总量28370亿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648
毫米。年末全国监测的609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3663亿立方

米，比上年末蓄水量增加7.0%。全年总用水量6220亿立方

米，比上年增长0.6%。其中，生活用水增长2.7%，工业用



	  

	  

水增长1.0%，农业用水增长0.1%，生态补水增长0.6%。万

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8]112立方米，比上年下降6.3%。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64立方米，下降5.6%。人均用水量456
立方米，比上年增长0.1%。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03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427万公顷。

林业重点工程完成造林面积200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

33.2%。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729个，其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428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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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共有5个台风登陆。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2.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

增长2.2%。煤炭消费量下降2.9%，原油消费量增长5.9%，

天然气消费量增长8.6%，电力消费量增长3.8%。煤炭消费

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9%。全国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下降4.8%。工业企业吨粗铜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3.76%，吨钢综合能耗下降1.65%，单位烧碱综合能耗下降

2.33%，吨水泥综合能耗下降1.12%，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

准煤耗下降0.67%。 
 

  十大流域[49]的70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占71.2%，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9.0%。十大流域水质

总体为轻度污染，水质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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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三类海水占7.0%，四类、

劣四类海水占26.2%。 
 



	  

	  

  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监测的

161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9.9%，未达标的

城市占90.1%。 
 

  在监测的319个城市中，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好的城市

占1.3%，较好的占70.8%，一般的占27.3%，较差的占0.6%。 
 

  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2896万立方米，

比上年末增长3.5%，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2%，提高0.8
个百分点。城市集中供热面积59.1亿平方米，增长3.3%。城

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5.9%，提高0.2个百分点。 
 

  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2489万公顷，其中绝收309万公顷。

全年因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30亿元，因旱灾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36亿元，因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129亿元，因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6亿元。全

年大陆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30次，成灾10次，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356亿元。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3703起，森林火灾

受害森林面积1.9万公顷。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68061人。亿元国内生产

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0.107人，比上年下降13.7%；

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1.328人，下降12.9%；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为2.22
人，下降5.1%；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0.255人，下降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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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末，0-14岁（含不满15周岁）人口为22558
万人，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为9298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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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和国

家统计局2012年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对相关数据进

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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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生产总值（以2010年不变

价格计算）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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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居住类价格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住房租金、自有住

房和水电燃料等价格。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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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

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

设备修理业。 
 

  [12]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相关数据进行了修

订，其中2013年原煤产量由36.8亿吨修订为39.7亿吨。 
 

  [13]天然气包括气田天然气、油田天然气（分为油田气

层气、油田伴生溶解气）和煤田天然气（也称煤层气）。 
 

  [14]钢材产量数据中含企业之间重复加工钢材约33400
万吨。 
 

  [15]少量发电装机容量（如地热等）文中未列出。 
 

  [16]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2013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了修订。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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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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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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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高速铁路是指最高营运速度达到200公里/小时及以

上的铁路。 
 

  [21]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相关数据均为快报数。 
 

  [22]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

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其中，网上

零售额包括的服务类商品，以及少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用或被

转卖的商品不统计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23]根据有关规定，货物贸易改用人民币计价。服务贸

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由于技术原因仍主

要沿用美元计价。 
 

  [24]服务进出口按照《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标准

统计，不含政府服务，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25]邮电业务总量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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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同时服务用户

的数量。 
 

  [27]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

登记注册，通过xDSL、FTTx+LAN、FTTH/0以及其他宽带

接入方式和普通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28]移动宽带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

息，占用3G或4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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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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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非公开增发又叫定向增发，不含资产认购部分。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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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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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按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前的城镇住户调查老口径推

算，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381元。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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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最中间位置调查户

的人均收入。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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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数据。 
 

  [37]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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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总流通人次是指本年度内到图书馆场馆接受图书馆

服务的总人次，包括借阅书刊、咨询问题以及参加各类读者

活动等。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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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人均图书拥有量是指在一年内全国平均每人能拥有

的当年出版图书册数。 
 

  [41]数据为截至2013年底。 
 

  [42]场地面积是指可供训练、比赛、健身活动的场地有

效面积，场地除包括比赛规定的尺寸外，还包括必要的安全

区、缓冲区和无障碍地带。 
 

  [43根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对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

构、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归类清理，2014年相应数据有所调整。 
 

  [44]社会服务床位数除收养性机构外，还包括救助类机

构、社区类机构以及军休所、军供站等机构的床位。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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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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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房地产用地是指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总和。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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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十大流域包括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

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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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率、货币金融、公司信用类债券数据来自人民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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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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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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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民用运输机场、民航数据来

自民航局；新增光缆线路长度、电话交换机容量、电话用户、

宽带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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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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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公司数据来自证监会；保险业数据来自保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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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制定修订等数据来自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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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数据来自卫生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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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