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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快报统计[1]，现将 2019 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报
如下：

2019年，全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补齐“四个
短板”，做好“六项重点工作”，全省经济
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一、经济总量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2]

24909.5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2177.8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9531.2亿元，增
长 5.7%；第三产业增加值 13200.4 亿
元，增长5.6%。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57191元，比上年增长5.7%。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488.7千

公顷，比上年增加4.7千公顷。其中，
水稻播种面积507.1千公顷，增加18.7
千公顷；玉米播种面积2675.0千公顷，
减少38.0千公顷；其他谷物播种面积
118.7千公顷，增加11.2千公顷；豆类播
种面积 93.4 千公顷，增加 10.6 千公
顷。全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728.4千
公顷，比上年增加5.3千公顷。其中，
油料作物播种面积293.5千公顷，增加
2.6 千公顷；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
312.2千公顷，减少1.3千公顷。全年果
园面积352.7千公顷，比上年增加0.7
千公顷。

全年粮食总产量2430.0万吨，比
上年增加237.6万吨，增长10.8%，创历
史新高。其中，水稻产量434.8万吨，
增长4.0%；玉米产量1884.4万吨，增长
13.3%；其他谷物产量55.1万吨，增长
11.4% ；豆 类 产 量 22.8 万 吨 ，增 长
14.2%。全年油料产量97.7万吨，比上
年增长25.0%。全年蔬菜及食用菌产量
1885.4万吨，比上年增长1.8%。全年水
果产量820.7万吨，比上年增长5.0%。

全年造林作业面积157.6千公顷，
森林抚育面积46.7千公顷，育苗面积
22.0千公顷，义务植树0.6亿株。全年
林木采伐蓄积量155.8万立方米。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365.6万吨，
比上年下降 2.4%。其中，猪肉产量
189.4万吨，下降9.9%；牛肉产量29.6
万吨，增长7.6%；羊肉产量6.8万吨，增
长 3.2%；禽肉产量 139.8 万吨，增长
7.1%。全年禽蛋产量307.9万吨，比上
年增长3.6%。全年生牛奶产量133.9
万吨，比上年增长1.6%。全年生猪出
栏2240.2万头，比上年下降10.2%；年
末生猪存栏1055.2万头，下降16.4%。

全年水产品产量(不含远洋捕捞)
428.5万吨。其中，淡水捕捞4.0万吨，
淡水养殖80.0万吨，海洋捕捞49.7万
吨，海水养殖294.7万吨。

全年机耕面积4134.3千公顷，比
上年增加139.8千公顷；测土配方施肥
面积[3]4133.0 千公顷，增加 33.0 千公
顷。全年化肥施用量（折纯）139.9万
吨。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4]（不包括渔
船）2354.0万千瓦。全年新增耕地灌溉
面积33.1千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3.0千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5]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18.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365.5亿元，比上
年增长7.9%。

分经济类型看，全年规模以上国
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2%；
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增长8.0%，外商及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4.5%；
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长23.7%。

分门类看，全年规模以上采矿业
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0%，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7.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5.1%。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年装备制
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2%，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9.7%。其
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增加值增长25.3%，通用设备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5.0%，汽车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2.5%。全年石化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11.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27.2%。其中，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增加值增长14.9%，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1%。全年冶金工业增加值比上年
增长5.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16.3%。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中，原油加工量9871.2万吨，比上年增
长 20.7% ；汽 油 1789.1 万 吨 ，增 长
12.3%；煤油768.9万吨，增长25.6%；原
煤3292.0万吨，下降0.8%；乙烯187.0
万吨，增长6.2%；平板玻璃5055.5万重
量箱，增长11.4%；生铁6855.6万吨，增
长3.4%；粗钢7361.9万吨，增长4.5%；
钢材7254.4万吨，增长4.3%；十种有色
金属127.8万吨，增长11.5%；汽车79.2

万辆，下降16.6%，其中新能源汽车3.4
万辆，增长57.0%；数字激光音、视盘机
189.0万台，增长4.6%；集成电路5.0亿
块，增长1.7倍；服务器9.0万台，增长
43.9%；智能手机46.1万台，增长1.0%；
发电量1996.0亿千瓦小时，增长3.2%，
其中核能发电量327.3亿千瓦小时，增
长8.5%。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8.8%。其中，国有控股企业产品销售
率 99.8%；股份制企业产品销售率
98.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产品
销售率 99.5%；私营企业产品销售率
97.9%。

全年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
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共签订工程合
同额7276.8亿元，其中本年新签订工
程合同额 424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

比上年增长0.5%。
分投资渠道看,全年房地产开发投

资比上年增长9.0%，建设项目投资下
降4.9%。

分产业看，全年第一产业投资比
上年增长 11.1%，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3.8%，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8%。

分经济类型看，全年国有控股投
资比上年增长 5.5%，民间投资增长
4.2% ，外 商 及 港 澳 台 商 投 资 下 降
37.9%。

从新开工建设项目看，全年新开
工建设项目4494个，比上年增加822
个，完成投资增长28.4%。其中，亿元
以上新开工建设项目699个，增加72
个，完成投资增长31.4%；10亿元以上
新开工建设项目65个，增加28个，完成
投资增长1.3倍。

从重点建设项目看，大连恒力石
化150万吨/年乙烯项目、沈阳华晨宝
马产品升级项目、沈阳恒大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项目、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
项目、沈阳中德园公共设施项目、辽宁
宝来化工60万吨/年ABS及配套装置
项目、朝阳中电500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营口何家沟体育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项目等建设进展顺利。

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3696.3万平
方米，比上年下降6.1%，其中住宅销售
面积3412.5万平方米，下降4.0%；商品
房销售额3049.1亿元，增长2.8%，其中
住宅销售额 2814.9 亿元，增长 7.6%。
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2909.3 万平方
米，比上年末下降10.5%。

五、国内贸易
全 年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5008.6亿元，比上年增长6.1%。
分经营地看，全年城镇零售额

13101.7亿元，比上年增长5.9%；乡村
零售额1906.9亿元，增长7.7%。

分消费类型看,全年商品零售额
13231.9亿元,比上年增长5.9%；餐饮收
入额1776.7亿元，增长7.5%。

在限额以上[7]批发零售业商品零
售类值中，全年粮油、食品类零售额
270.4亿元，比上年增长6.2%；烟酒类
零售额46.7亿元，增长7.9%；化妆品类
零售额69.2亿元，增长9.8%；家用电器
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275.8亿元，增长
8.6%；中西药品类零售额161.2亿元，
增长 15.6%；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
87.9亿元，增长21.5%；通讯器材类零
售额 119.2 亿元，增长 2.2%；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332.6亿元，下
降6.1%；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581.1亿
元，下降0.9%；汽车类零售额943.0亿
元，下降6.7%。

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实现
109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7%。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7]通过公共网络实现
零售额443.9亿元，增长48.1%。

六、对外经济贸易
全年进出口总额7255.1亿元，比

上 年 下 降 4.0% 。 其 中 ，出 口 总 额
3129.8 亿元，下降 2.6% ；进口总额
4125.3亿元，下降5.0%。

分贸易方式看，全年一般贸易进
出口总额 434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0.4%；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801.0亿
元，增长 1.0%；保税物流进出口总额
1004.4亿元，下降22.9%。

分经济类型看，全年国有企业进
出口总额 1683.0 亿元，比上年下降
13.7%；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2544.6亿
元，增长9.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
额3011.8亿元，下降8.1%。

分商品看，在出口总额中，全年机
电产品出口1482.3亿元，比上年增长
3.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607.0亿元，增
长27.5%；农产品出口354.5亿元，增长
4.5% ；钢 材 出 口 307.1 亿 元 ，下 降
20.2%。在进口总额中，全年机电产品
进口1092.8亿元，比上年下降6.3%；高
新技术产品进口 388.5 亿元，下降
27.1%；农产品进口 362.3 亿元，增长
5.3%；汽车零配件进口367.0亿元，增长
24.2%；医药品进口 76.6 亿元，增长
31.2%；原油进口1118.9亿元，下降1.1%。

分国家和地区看，全年对亚洲出
口1979.5亿元，比上年增长3.2%。其
中，对韩国出口344.7亿元，增长9.4%；
对马来西亚出口135.7亿元，增长1.4

倍；对印度出口90.5亿元，增长24.8%；
对日本出口628.6亿元，下降2.8%。全
年对欧洲出口503.5亿元，比上年下降
6.3%。其中，对俄罗斯联邦出口 79.0
亿元，增长9.2%；对欧盟（28国）出口
408.5 亿元，下降 9.3%。全年对北美
洲 出 口 357.0 亿 元 ，比 上 年 下 降
17.1%。其中，对加拿大出口 49.9 亿
元，增长 9.5%；对美国出口 307.0 亿
元，下降20.3%。全年对拉丁美洲出口
160.6亿元，比上年下降20.2%。全年
对非洲出口 66.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全年对大洋洲出口62.3亿元，
比上年下降1.1%。年末对外贸易国家
和地区226个。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33.2亿美元。
其中，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0.1 亿
美元，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 18.6
亿美元，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14.5
亿美元。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170
份，新签合同额21.6亿美元，完成营业
额14.3亿美元。全年共备案（核准）对
外直接投资企业114家。全年对外劳
务合作派出人员1.7万人次。

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
全年公路、铁路、水运和民航四种

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 225706 万
吨，比上年增长1.1%。其中，铁路货运
量21184万吨，公路货运量192010万
吨，水路货运量12497万吨，民航货运
量 15 万吨。全年货物运输周转量[8]

9460.3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11.2%。
全年旅客运输量71977万人。其中，铁
路客运量 15137 万人，公路客运量
54599万人，水路客运量530万人，民航
客运量1711万人。全年旅客运输周转
量[9]1208.0亿人公里。全年港口货物
吞吐量 8.6 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1689.3万标准箱。

年末铁路营业里程（不含地方铁
路）6132.4公里，其中高速铁路2036.6
公里。年末公路通车里程(不含城管路
段) 123830.0 公 里 ，其 中 高 速 公 路
4331.4公里。年末民用汽车保有量[10]

864.3万辆，比上年末增长8.0%，其中
载客汽车757.8万辆，载货汽车99.2万
辆。在民用汽车保有量中，私人汽车
保有量753.4万辆，增长9.1%。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2925.9亿元，
比上年增长51.4%。其中，邮政业务总
量202.7亿元，增长26.2%；电信业务总
量2723.2亿元，增长54.7%。全年邮政
业完成函件 3406.5 万件，快递 8.0 亿
件；快递业务收入 103.9 亿元，增长
18.1%。全年订销报纸48972.2万份，
订销杂志2758.7万份。年末电话用户
5512.2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628.6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1]4883.6 万户。
年末固定电话普及率14.4部/百人，移
动电话普及率112.2部/百人。年末4G
移动电话用户3943.1万户，占移动电
话用户的比重为80.7%。年末移动互
联网用户4063.1万户，比上年末增长
0.4%。其中，手机上网用户4060.5万
户，增长4.2%。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30.9亿G，比上年增长62.6%。

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64169.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3.6%。其中，接
待国内旅游者 63875.6 万人次，增长
13.6%；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294.1万
人次，增长2.2%。在接待入境过夜旅
游者中，外国人 236.9 万人次，增长
3.1%；港澳台同胞 57.2 万人次，下降
1.1%。全年旅游总收入6222.8亿元，
比上年增长15.9%。其中，国内旅游收
入6102.7亿元，增长16.1%；旅游外汇
收入17.4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年末有旅行社1521家。年末有国
家A级旅游景区514个，其中5A级旅
游景区6个。

八、市场价格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4%。其中，城市价格上涨2.3%，农村
价格上涨2.6%。分类别看，全年食品
烟酒类价格比上年上涨6.1%，衣着类
价格上涨1.8%，居住类价格上涨0.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0.7%，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1.8%，教育文化
和娱乐类价格上涨1.7%，医疗保健类
价格上涨1.6%，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
格上涨2.8%。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
下降0.5%。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价格下降4.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价格上涨11.0%，通用设备制造业价格
上涨1.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下降4.9%，汽车制造业价格上
涨1.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价格下降3.3%。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比上年上涨0.8%。

全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12]比上年
上涨 7.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3.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3.1%。

九、财政和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52.0亿

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各项税收
1929.2亿元，下降2.4%。全年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576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其中，教育支出702.7亿元,增长
7.5%；卫生健康支出 363.9 亿元,增长
5.8%；住房保障支出 188.8 亿元,增长
25.1%；节能环保支出129.2亿元,增长

37.2%。
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62697.4亿元，比年初增加
3662.7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61904.0亿元，增加3767.5亿元。年末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49582.6亿元，比年初增加4484.3亿
元，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8653.8
亿元，增加4633.3亿元。在金融机构
（含外资）本外币各项贷款中，年末住户
贷款余额 11435.9 亿元，比年初增加
1363.4亿元。

年末有境内上市公司75家，年内
累计实现境内融资205.1亿元，其中上
市公司股权再融资35.8亿元。年末有
证券公司3家，证券分公司58家，证券
营业部341家；期货经纪公司2家，期
货分公司41家，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
69家。

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13]1290.0亿
元，比上年增长8.6%。其中，财产险原
保险保费收入371.6亿元，增长9.6%；
人寿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703.3亿元，
增长3.9%；人身意外险原保险保费收
入25.9亿元，增长7.8%；健康保险原保
险保费收入 189.2 亿元，增长 27.8%。
全年支付各类赔款和给付总额406.3
亿元，比上年下降0.3%。其中，财产险
赔付支出205.9亿元，增长6.0%；人寿
保险赔付支出127.2亿元，下降18.2%；
人身意外险赔付支出 6.8 亿元，增长
0.6%；健康保险赔付支出66.4亿元，增
长30.2%。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经费支出463.0亿元。年末从事科学
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 15.3 万
人。全年专利申请7.0万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2.3万件；专利授权4.0万件，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0.8万件。全年获
国家科技奖13项（人），其中自然科学
奖3项、技术发明奖1项、科技进步奖8
项，国际科技合作奖1人。全年技术市
场成交各类技术合同1.7万项，技术合
同成交额571.2亿元。

年末有获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
机构 1619 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 38
个。年末有管理体系认证机构9个，产
品认证机构6个，全年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4.0万个。年末有法定计量技术机
构133个。全年制定、修订地方标准
145项。年末有气象雷达观测站点5
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2个。年末有地
震台站15个，地震监测中心1个。

全年研究生招生4.4万人，在校生
12.7万人，毕业生3.3万人；普通本专科
招生34.4万人，在校生104.1 万人，毕
业生25.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0.3万
人，在校生 60.2 万人，毕业生 20.7 万
人；初中招生34.5万人，在校生101.5
万人，毕业生31.6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34.0万人，在校生195.1 万人，毕业生
34.6万人；特殊教育招生0.2万人，在校
生1.3万人，毕业生0.2万人；学前教育
在园幼儿91.5 万人。

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有文化馆、艺术馆125个，公

共图书馆130个，博物馆65个, 档案馆
136 个。年末有线电视用户 677.5 万
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626.4万户。年
末广播人口覆盖率99.24%，电视人口
覆盖率99.27%。全年出版报纸66种
（不含校报），出版量6.8亿份；期刊313
种，出版量0.7亿册；图书1.1万种，出版
量1.7亿册。

年末卫生技术人员30.9万人，其
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12.4 万
人、注册护士 13.9 万人。全年总诊
疗人次[14]2.0亿人次，出院人数[15]709.0
万人。

在全年国内外各项比赛中，辽宁
运动员11人15项15次获得世界冠军，
3人3项3次获得亚洲冠军，50人51项
62次获得全国冠军。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820元，比上年增长7.1%。其中，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777元，
增长6.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6108元，增长9.9%。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人数2026.1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6%；
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1057.7万人，增长1.6%。年末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3894.6万人，其中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6]

1552.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人数[17]2342.5万人。年末参加失业
保险人数668.2万人，其中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数12.6万人。年末参加工伤保
险人数816.8万人，其中农民工46.9万
人。年末参加生育保险人数789.3万
人。全年39.2万城镇居民和60.3万农
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年末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1965个，其中城乡养老服务机构1790
个；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床位15.4万
张。全年收养救助人员9.1万人。全
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89.1亿元。全年
辽宁省慈善总会接受捐赠2.9亿元。

十三、能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1.5亿吨标准煤,其中六大高耗能行

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89.6%。
全年城市（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18]96.6%。年末城市（县城）供水
普及率98.5%，城市（县城）燃气普及率
96.4%。

全年城市空气优良天数295天，占
比80.7%；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19]、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年平均浓度分别
为40微克/立方米、70微克/立方米、19
微克/立方米、28微克/立方米。

全年辽河流域干流23 个国考断
面[20]，全部消除劣V类[21]，优良水质断
面10个。全年河流优良水质断面53
个，占“水十条”[22]地表水86个国考断
面的比重为61.6%，比上年提高6.9个
百分点。全年渤海优良水质比例为
85.2%。全年51个在用地级及以上城
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达
标率（按达标个数评价）94.1%。其中，
地表水水源地达标率[23]95.2%，地下水
水源地达标率93.3%。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797人，比
上年下降26.9%。全年亿元地区生产
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0.032人，
比上年下降31.0%。全年煤矿百万吨
死 亡 人 数 0.092 人 ，比 上 年 下 降
49.2%。全年道路运输事故死亡 496
人，比上年下降31.5%。

十四、人口
根据 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年

末常住人口4351.7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2963.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为 68.11%；乡村人口 1387.8 万人，占
31.89%。

全年出生人口28.1万人，出生率
6.45‰；死亡人口 31.6 万人，死亡率
7.25‰；人口自然增长率[24]-0.80‰。

年末0-15岁（含不满16周岁）人
口 479.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11.0%；16-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
2796.7万人，占64.3%；60周岁及以上
人口1075.7万人，占24.7%。其中，65
周岁及以上人口706.1万人，占16.2%。

注释：
[1]本公报中2019年数据均为初步

统计数，部分指标数据在年报时可能
还有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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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及各行
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绝对数
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
算。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及
各行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
有关数据,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
料及有关规定进行了修订，2019年上
述数据同比增速以修订后数据为计算
依据。

[3]测土配方施肥面积：指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通过宣传、培
训、试验、示范等手段，推广普及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所覆盖的农作物播
种面积。

[4]农业机械总动力：指全部农业
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按使用能
源不同分为以下四部分：柴油发动机
动力指全部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
和；汽油发动机动力指全部汽油发动
机额定功率之和；电动机动力指全部
电动机（含潜水电泵的电动机）额定功
率之和；其他机械动力指采用柴油、汽
油、电力之外的其他能源，如水力、风
力、煤炭、太阳能等动力机械功率之和。

[5]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为年
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
法人单位。

[6]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统
计范围为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人单
位以及个体经营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的投资项目，不包括农
户投资、军工和国防项目。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中限
额以上单位：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
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单位）。

[8]货物运输周转量：指在一定时
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实际完成的货物
运量与相应的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9]旅客运输周转量：指在一定时
期内由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的旅客
人数与相应的运送距离的乘积之和。

[10]民用汽车保有量：指报告期
末，按照《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规范》，
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注册登记领有
民用车辆牌照的全部汽车数量。汽车
保有量统计的主要分类：根据汽车结
构分为载客汽车、载货汽车、其他汽车；
根据汽车所有者分为个人(私人)汽车、
单位汽车；根据汽车的使用性质分为
营运汽车、非营运汽车；根据汽车大小
规格，载客汽车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
微型，载货汽车分为重型、中型、轻型和
微型。

[11]移动电话用户：指报告期末通
过移动电话交换机进入移动电话网的
全部电话用户。

[12]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农产品
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13]原保险保费收入：指保险企业
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14]总诊疗人次：指所有诊疗工作

的总人次数，包括门诊、急诊、出诊、预
约诊疗、单项健康检查、健康咨询指导
（不含健康讲座）人次。

[15]出院人数：指报告期内所有住
院后出院的人数，包括医嘱离院、医嘱
转其他医疗机构、非医嘱离院、死亡及
其他人数，不含家庭病床撤床人数。

[16]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包括参保职工和参保退休人员。

[17]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由于政策调整，自2019年起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部并入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1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报
告期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
垃圾产生量的比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量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厂）
所处理的生活垃圾总量。生活垃圾产
生量指报告期生活垃圾产生的数量。
生活垃圾是指城市日常生活或为城市
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
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规定视为城市生
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包括居民生活垃
圾、商业垃圾、集市贸易市场垃圾、街道
清扫垃圾、公共场所垃圾和机关、学校、
厂矿等单位的生活垃圾。

[19]可吸入颗粒物：指悬浮在空气
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10微米的颗
粒物。

[20] 国考断面：全称国家地表水
环境质量考核断面，范围包括《“十三
五”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设置
方案》确定的1940个地表水评价、考
核、排名断面和110个入海河流考核断
面，共计2050个。涉及辽宁的国考断
面共计96个，其中，“水十条”地表水国
考断面86个。

[21] 劣V类：地表水水质依据地
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按功
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Ⅰ类主要适
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
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
鱼虾类产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
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
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
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
游泳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
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
般景观要求水域。地表水水质劣于V
类的即丧失使用功能的，简称劣V类。

[22]“水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简称“水十条”，是为切实加大水
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制
定的法规。

[23]地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指
地表水水源地达标取水量与地表水水
源地总取水量的比率。

[24]人口自然增长率：指在一定时
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
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
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
表示。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

食产量、猪牛羊禽肉产量、禽蛋产量、生
牛奶产量、猪出栏及存栏、市场价格、城
乡居民收入等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辽
宁调查总队；林业数据来自省林业与
草原局；水产品、机耕面积、测土配方施
肥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
灌溉面积等数据来自省农业农村厅；
进出口数据来自沈阳海关；实际利用
外资、对外经济合作等数据来自省商
务厅；铁路运输、铁路营业里程等数据
来自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公路运输、水运、港口吞吐量、公路通车
里程等数据来自省交通运输厅；汽车
保有量数据来自省公安厅；邮政业务
数据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电信业务数
据来自省通信管理局；旅游、文化馆、艺
术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数据来自
省文化和旅游厅；财政数据来自省财
政厅；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沈
阳分行；证券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和大连监管
局；保险数据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和大连监管
局；专利数据来自省知识产权局；科技
成果、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省科学技
术厅；质量检验、质量认证、法定计量等
数据来自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气象雷
达观测站点、卫星云图接收站等数据
来自省气象局；地震台站、地震监测中
心等数据来自省地震局；教育数据来
自省教育厅；档案馆数据来自省档案
局；电视、广播等数据来自省广播电视
局；报纸、期刊、图书等数据来自省委宣
传部；卫生数据来自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体育数据来自省体育局；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数据
来自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医疗
保险数据来自省医疗保障局；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人数、社会服务、社会福利
等数据来自省民政厅；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等
数据来自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
环境空气质量、水质总达标率等环境
监测数据来自省生态环境厅；安全生
产数据来自省应急管理厅；其他数据
均来自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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