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图县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安图县统计局
2020 年 4 月 27 日
2019 年，面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和“三大攻坚”的艰
巨任务，安图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
为指导，万众一心战脱贫，全力以赴促发展，竭尽全力惠民
生，全县经济社会呈现出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87874 万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0.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5908 万元，增长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122406 万元，增
长 11.4%；第三产业增加值 209560 万元，下降 5.9%。第一
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4.4%，第二产业增加
值比重为 31.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4.0%。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95086 人，比上年末减少 2393 人。
其中，城镇人口 115691 人，占总人口比重（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59.3%，比上年末回落 0.2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
1276 人，出生率 6.50‰；死亡人口 1558 人，死亡率 7.94
‰；自然增长率-1.44‰。人口性别比 101.95（以女性为 100）。

-1-

年末全县就业人员 78786 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54558
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2100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78%。
二、农业
全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57068 万元，比上年增
长 3.0%。
全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34433 公顷，比上年增加 3733
公顷。其中，水稻种植面积 2168 公顷，增加 82 公顷；玉米
种植面积 17492 公顷，增加 544 公顷。
全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163307 吨，比上年增长 29.1%。其
中，水稻产量 14884 吨，增长 9.8%；玉米产量 117347 吨，
增长 27.6%。
全年全县肉类总产量 3610 吨。其中，猪肉产量 2003 吨，
比上年增长 19.4%；牛肉产量 1254 吨，增长 0.6%；禽肉产
量 190 吨，增长 17.3%。年末生猪存栏 21896 头，增长 8.9%；
全年生猪出栏 27292 头，增长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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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主要农作物产品产量
指标

单位

2019 年

吨

163307

其中：水稻

吨

14884

玉米

吨

117347

大豆

吨

28229

薯类

吨

1378

吨

2741

吨

236

烟叶

吨

60

园参

吨

1877

蔬菜

吨

19413

食用菌

吨

308

瓜果类

吨

30930

粮食

油料
其中：葵花子

表二 主要畜牧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数
指标

单位

2019 年

吨

3610

其中：猪肉

吨

2003

牛肉

吨

1254

家禽

吨

190

禽蛋

吨

6373

蜂蜜

吨

2600

鹿茸

公斤

700

头

36273

其中：牛

头

35550

猪年末存栏数

头

21896

羊年末存栏数

只

10719

肉类

大牲畜年末存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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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县全部工业增加值 61498 万元，比上年增长 3.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
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增长 1.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
长 14.5%。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0.2%，制造业增长 3.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0%。

表三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增长速度
指标

比上年增减%

发电量

-31.8

软饮料

18.6

中成药

34.4

全年全县建筑业增加值 60908 万元，比上年增长 22.6%。
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
产值 51575 万元，下降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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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18.2%。
其中，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4.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5.9%。

全年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7.3 倍，其中住宅
投资增长 7.3 倍。
五、国内贸易
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 3.5%。按经营
地分，城镇零售额增长 5.1%，乡村零售额增长 0.1%。按消
费类型分，商品零售增长 2.8%，餐饮收入增长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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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经济
全 年 全 县 实 现 进 出 口 总 额 44177 万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15.6%。其中，出口额 41831 万元，增长 18.0%；进口额 2346
万元，下降 15.8%。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全县公路营业性货运量 279 万吨，与上年持平，货
物周转量 43904 万吨公里，下降 0.3%。
全年全县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139 万人，比上年下降 2.1%，
旅客周转量 14946 万人公里，下降 3.3%。
全年全县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3066 万元，比上年下降
32.0%。国内函件 16712 件，下降 18.4%；包裹包件 197025
件，下降 40.9%。
年末全县固定电话用户 37503 户，比上年末增长 3.2%;
移动电话用户 161424 户，增长 31.2%;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38553 户，增长 5.4%。
全年 全县接 待国 内外游 客 468 万人 次，比 上年 增长
15.0%。全年实现旅游收入 78.00 亿元，增长 20.0%。
八、财政金融
全年全县完成公共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 58675 万元，比
上年增长 3.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474 万元，增长
5.0%。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完成税收收入 16211 万元，
增长 6.6%。全年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21557 万元，下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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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029045 万元，
比年初增加 7738 万元。其中，住户存款 704921 万元，增加
69867 万元；非金融企业存款 106523 万元，减少 17483 万
元。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690204 万元，比年初增
加 43273 万元。
全年全县实现保费收入 11301 万元，比上年增长 0.4%。
其中，财产保险收入 1991 万元，下降 13.0%；人寿保险收入
9310 万元，增长 3.9%。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24730 元，
比上年增长 9.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1476
元，增长 14.7%。
年末全县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4274 人，参
加失业保险人数 21180 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474 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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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74098 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 35077 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9021
人。全县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5316 人，享受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0887 人；农村贫困人口 9490 人。
十、教育、文化体育和卫生
全年全县普通高中招生 621 人，在校生 1856 人，毕业
生 631 人。初中招生 1071 人，在校生 3251 人，毕业生 1167
人。普通小学招生 834 人，在校生 5293 人，毕业生 1060 人。
学前教育在园幼儿 2148 人。
年末全县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文
化馆 1 个。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100%，电视节目
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100%。全县共举办县级以上运动会 21 次，
参加运动员达 4000 人次。
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266 个。其中，医院 2 个，
乡镇卫生院 11 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76 个，村卫生
室 170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 个，卫生监督所 1 个，妇幼
保健院 1 个，专科疾病防治所 1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 个。
卫生技术人员 1684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525 人，
注册护士 529 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812 张。其中，医院 425
张，乡镇卫生院 381 张。
注：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
入的原因，存在分项与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绝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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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根据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结果，延边州统计局对各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
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等相关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本
公报中涉及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和以地区生产总值为分母计算的强度指标均以延边州
统计局反馈修订后的 2018 年数据为基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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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就业和社会保障数据来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县医疗保障局、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数据来自县公安局；公路客货运数据来自县交通运
输局；电信数据来自中国联通安图分公司、中国移动安图分
公司、中国电信安图分公司；外贸进出口数据来自县工业和
信息化局；邮政数据来自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安图县分
公司；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安图调查队；艺术表演团体、
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旅游、体育、广播数据来自
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金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安图
县支行；保险数据来自县保险公司；城乡低保等数据来自县
民政局；教育数据来自县教育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广播电视数据来自县广播电视局；其他数据均来自
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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