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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8日电 （记者李
婕） 记者从 18 日召开的地方国资委
负责人会议暨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获悉，2020
年和“十三五”时期国资国企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

五年来，国资国企发展质量明显
提高。“十三五”末，全国国资系统监管
企业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218.3 万亿元和 71.9 万亿元，较“十二
五”末分别增长 82.1%、80.3%；“十三

五”时期，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年均增长分别为 7.4%、
10.7%。2020年，国资系统80家监管企
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各地涌现出
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总的看，2020年地方国有企业
和中央企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现
了‘十三五’圆满收官。”国务院国
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表示。

2020 年，国有企业在多重冲击
下取得较好经营成绩。全年地方国资

委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7.2%，实现净利润 1.2
万亿元，降幅从一季度 78.9%的最低
谷逐月收窄至 8.5%。江苏、四川、
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天津等9
个地方净利润实现正增长。

各项改革工作扎实推进。各地持
续推进国企三年降杠杆专项工作，多
数地方完成了负债率较2017年降低2
个百分点的目标。上海、深圳、沈阳
深入推进区域性综改试验，“双百行
动”涌现出万华化学、上海医药、云
天化股份、深投控等一批改革尖兵，
66 户地方科改示范企业积极推进改
革方案落地，东北地区国资国企改革
逐步深入。

国资监管效能有效提升。33 个
地方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
司107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改革进一步深化，在优化国有资本布
局结构，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集中统一监管有序推
进。全国省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
一监管比例超过91%，24个地方超过
95%，其中上海、甘肃、青岛等地已
基本实现全覆盖。

“综合考虑发展机遇和挑战、优
势和条件，‘十四五’时期要努力推
进国资国企工作实现全面进步、取得
新的成效。”郝鹏强调，国资国企高
质量发展要迈上新台阶。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实力持续增长、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效益增速与经济增
长相匹配，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
引领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供给质量和
水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101.6万亿元——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严峻复杂的
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
击，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疫情防控
最终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发展更交
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初步核
算，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159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3%。分季
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
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

从 2000 年至 2020 年，20 年内，中国经济
总量规模扩大至 10 倍，成就举世瞩目。按照目
前测算的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达到14.7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二，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达到17%左右。

“十三五”主要目标完成——5575万农村贫

困人口脱贫，1385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城镇新增就业五年超过6000万人……

科技实力不断进步——“嫦娥五号”成功登月
并采样返回，“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开放运行……

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2020年，粮食总
产量创历史新高，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
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预计连续 11 年居世
界第一位……

“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了 100 万
亿元大关，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宁吉喆说。

32189元——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经济发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居民收入是否持续增长是评判
发展质量和成色的重要指标。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
步。这一数据也意味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在物价
方面，2020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涨
2.5%，低于上一年2.9%的涨幅，也低于3.5%左
右的预期目标。

宁吉喆介绍，2020年居民收入增长有几个
特点：

居民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转移净收入反
映了保底的政策，上调养老金、退休金标准，
加大社会救济、临时救助，使得全国居民人均
转移净收入全年增长了8.7%。

保就业政策促进了工资收入的回升。包括强
化稳岗就业、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全年全
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增长4.3%，高于整
个居民收入2.1%，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2.8%。

市场主体带动了经营净收入由降转升。税
费减免和金融支持政策，使得居民家庭经营状
况有所好转。全年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
长了1.1%，有效克服了疫情的不利影响。

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有所改善。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56，比上年缩小 0.08。
2020年贫困人口较多的广西、四川、贵州、云
南、甘肃、宁夏、新疆七个省 （区）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均高于全国农村居民
增速0.2-1.7个百分点。

55万亿元——
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凸显

对世界而言，中国经济亮眼成绩单的背
后，是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广阔机遇。

从需求端看，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
中等收入群体、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拥
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超大规模市场
优势明显。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单位
GDP能耗的下降，中国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将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从供给端看，中国科技创新日趋活跃，研
发投入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已成为世界最大
的国际专利申请国。2020年1—11月份，规模
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6%，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的
产量分别增长 19.1%、17.3%、16.2%；科技型
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突破了 20 万
家……这些，都为外资来华投资兴业提供了宝
贵契机。

“我国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中等收入群
体也是世界最大的，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接近 40 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超过 55 万亿
元，资本形成总额也接近 45 万亿元，这将助
推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宁
吉喆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
员张立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20年
这份极不平凡的成绩单，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
强大韧性与充沛动能。这一方面得益于新中国
成立 70 多年来的艰苦积累与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的探索实践；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在面对
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时的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从各项数据来看，2020 年中国经济逆势
取得超预期表现，既有深厚基础，又来之不
易。这些成绩，为中国经济更好适应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
雄厚的物质基础。”张立群说。

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

中国经济成绩单了不起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十三五”末，资产超218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82.1%——

国资国企发展质量明显提升

全年经济逆势增长 2.3%、
GDP 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
粮食总产量66949万吨……随着
2020年中国经济各项数据的出
炉，一张不平凡的成绩单展现
在了世人眼前。

1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
宁吉喆介绍了2020年国民经济
的运行情况并就热点问题答记
者问。宁吉喆表示，2020年是
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
年，中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
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交出
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世界瞩
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1 月 18 日，工人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赣榆海
洋经济开发区的一家塑料编织企业生产线上忙碌。

司 伟摄 （人民视觉）

1月 15日，在浙江义乌的晶科能源 （义乌） 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进行太阳能组件的焊接工序。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1月 18日，在位于山东省青州市的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工人正在生产线上进行汽车装配作业。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近期，位于山西省临汾市的中国石化华东石油局延川南煤层气田克
服极端严寒天气，在抓好新井投产的同时，统筹老井生产和集输运行，
冬季生产安全平稳。图为1月14日，延川南煤层气田职工在生产平台巡
回检查。 沈志军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是“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蔬菜除供应合肥外，还远销南京、上海等大
中城市。图为1月17日，庐江县郭河镇广寒村的蔬菜种植大田里，菜农们在采收小青菜，供应冬季
蔬菜市场。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是“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蔬菜除供应合肥外，还远销南京、上海等大
中城市。图为1月17日，庐江县郭河镇广寒村的蔬菜种植大田里，菜农们在采收小青菜，供应冬季
蔬菜市场。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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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1月18日电（记者张
云河） 日前，记者从贺州市新闻出
版局获悉：目前，广西贺州市已建
成农家书屋 707 个，实现全市所有
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有效解决
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读书
难”的问题。

据了解，贺州农家书屋按照 1
个管理员、1 组书柜、1 套桌椅、1
批 图 书 、 1 块 牌 匾 、 1 套 登 记 本

“六个一”的标准建设，主要在乡
村 人 流 密 集 的 便 利 店 、 卫 生 室 、
村民活动中心等场所选址，配送
到乡村便民书柜的书籍种类包含政

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少儿
读物、种养技术等方面，深受群众
欢迎。

近年来，贺州市顺应广大群众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把推进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文化惠民工程
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农家书屋建
设，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获取知识
信息、促进文明和谐、丰富文化生
活的宣传阵地。

本报广州1月18日电（记者罗
艾桦）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广州市白云
区人民政府近日共同签署合作协

议，全力支持“白云美湾”美丽健
康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白云区与
江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35
个重大项目现场签约，悦荟化妆品

产业基地等 29 个重大项目集体开
工，总投资额约352亿元。

据了解，作为广州化妆品产业
“北产南贸”发展布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白云美湾”美丽健康产业园位于
白云区东北部钟落潭镇，总规划面积
10.22 平方公里，将打造化妆品大湾
区产业带，发展美丽产业新经济。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顾仲阳）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

“十三五”时期，我国森林旅游游客
总量达到 75 亿人次，创造社会综
合产值6.8万亿元，其中，2019年森
林旅游游客量达到 18 亿人次，创
造社会综合产值1.75万亿元；2020
年下半年，森林旅游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复苏势头强劲，全年游客
量达到2019年游客量的84.2%。

据介绍，国家林草局先后举
办了 4 届中国森林旅游节，围绕
新业态培育、国家森林步道建
设、自然教育等编制了一系列行
业标准，各地建设森林步道约
22000 公里，一批以体验、健康、

教育、运动、文化等为主题的森
林旅游新业态兴起，一批森林旅
游品牌得到社会广泛认可，有力
地推动了“十三五”期间全国森
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2016-2019
年，全森林旅游游客量年均增长
率达到14.5%，占国内旅游人数的
比例从27%上升到30%。

“十三五”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75亿人次

广西贺州建成707个农家书屋

广东广州将建美丽健康产业园
总投资约352亿元

本报北京 1 月 18 日电 （记者
孔德晨） 记者从 18日召开的全国市
场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十三五”
时期我国市场监管事业取得长足进
步，商事制度改革纵深推进，激发
了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年均净增市

场主体 1247.7 万户，营商环境国际
排名从84名上升到31名。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市场
监管体制实现重大改革，实现了分
段、分领域监管向统一、综合监管
的转变；市场监管基础性制度与时

俱进，市场监管四梁八柱性的重大
制度相继建立；食品药品等安全基
础不断巩固向好；质量提升行动深
入开展，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稳
定在 90%以上；市场秩序和消费环
境持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
加强。5年来，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
领导全面加强，政治机关建设持续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队
伍作风不断好转。

“十三五”期间

年均净增市场主体1247.7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