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府 (20M) 23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⒛Ⅲ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 (管 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

《珠海市⒛1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业经市第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执行过程中逞到问题,请径向市发展改革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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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⒛M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⒛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 ,

改革发展任务重大而艰巨。做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市委七届四次全会和2014年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部署,以全

面深化改革为统揽,深入实施
“
蓝色珠海、科学崛起

”
战咯,坚

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坚持深化改革、增强动力,坚持民生优

先、富民惠民,促进经济稳中提速提质,促进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促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

zO⒕年珠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 区生产总值

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⒛%;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8%;实际吸收

外商直接投资增长8%;公共财政预箅收入增长12%;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增长10%;居 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涨幅控制在3%以 内;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2%以 内;完成省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增创特区发展新优势

一是营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横琴新区为先行示范,

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在办事规则、商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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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与国际通行规则紧密接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落实珠海市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最大限度

地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微观干预。对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投

资事项,政府不再审批。制定市属项目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具体

操作办法,对公共资源领域有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项目,通过公

开招标等方式选择投资主体,支持民营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

加快完善市、区两级网上办事大厅,推行企业投资全流程网上办

理。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市场监

管体系,清理相关政策法规,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监管工作机

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公共联合征信系统,实施珠海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落实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建立守信激

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二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政

府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集中监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进战

咯投资合作伙伴,促进产权多元化。深化特许经营权改革,探索

公用事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市、区两

级财政分配关系,建立起共促发展、共享成果和事杈清晰、责任

明确的财政管理新机制。建立重点税源企业迁移和企业总分机构

汇总纳税涉及的税收利益分配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

融资渠道,通过发行地方债、融资租赁、利用保险资金及跨境资

本等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机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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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效率和效益。激活民间投资,落实民间投资平等待遇,健全

服务体系,维护民间资本投资合法权益。深化土地管理体制创新 ,

推进土地资源市场化,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加快金融改革创新,建设横琴金融创新服务区,加快推动各类金

融要素市场及金融机构在横琴新区积聚和发展。发挥价格杠杆作

用,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三是加强社会领域改革创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更新

人才培养观念。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制定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办法。深化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在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提前自

主选拔招收以科技、人文为特色的实验班。改革教育教学质量评

价制度,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

加快公立医院管理改革,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发展,提升整体医疗

服务质量和水平。深化医药分开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

切实减少市民就医费用。健全促进就业创业机制,搭建公共创业

服务平台。完善职业培训政策,面 向全体劳动者提供培训服务。

加强就业统计调查,扩大就业监测点。建立更加公平完善的社会

保障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

四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和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根据

改革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配置。深化事业单

位改革,推进法定机构和法人治理结构试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事业,改革事业单位养老和人事制度。健全政府专家咨询委

员会制度,创新决策听证和社会公示等制度,积极开展网络问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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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对项目备

案、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关键环节简化报批手

续。落实珠海市行政审批管理监督办法,健全行政审批监管体系。

提升政务服务专业性,加速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完善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年度目录。细化政务公开工作,公开行政收费、公务消费、

政府重大投资工程预决算等信息。强化行政执行力建设,开展机

构编制使用情况监督检查与综合评估,提高行政服务效能。

五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建设全省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城市为契机,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探索整合镇街、村居综

治信访维稳中心 (站 )等 资源,建立跨部门的综合性社区服务机

制。加强基层治理试点建设,城区每个街道创设两个以上特色社

区。创新社会组织的入口管理、流程再造、过程规制和结果评估

制度,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孵化体制。加快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 ,

培育发展服务异地务工人员的社会组织。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示

范市,促进人口管理与社会管理协调共进。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标本兼治化解社会矛盾。扎实

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社会治安视频监控二期和

无线数字集群指挥调度系统等公共安全项目建设。建立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食品药品和安全生产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完 善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体系,提升应急联动和应急管理区域合作水平。

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发挥需求引领作用

一是打造扩大开放新平台。抓住横琴新区开发、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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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南海开发的历史机遇,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加快

培育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全面深化港珠澳合作,落实

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及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借

助港澳开放优势,扩大国际经贸业务。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

申报横琴粤港澳自由贸易区、高栏港综合保税区、空港保税物流

园区,推动保税区从传统出口贸易功能向高端贸易控制功能转型

升级。把握新一轮改革趋势,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海关

监管模式创新以及信息化管理等方面为横琴新区争取更多创新政

策突破。强化港珠澳大桥经济意识,严格控制港珠澳大桥沿线土

地、岸线等资源,同步建设港珠澳大桥配套基础设施,完善港珠

澳大桥产业带布局,以接轨香港为抓手加快融入国际产业链条。

二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优化

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外贸质量和竞争力。加快外贸转型升级示范

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培育发展以外贸供应链

管理及国际电子商务平台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企业。继续安排财

政资金扶持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

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优势。细化落实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相关配

套措施,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建立外贸企业数据库,对重点进出

口企业实行动态跟踪管理。推动国际市场多元化发展,巩固传统

出口市场,积极开拓东盟、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出口市场。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和一般贸易,积极扩大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

产品出口和高档消费品及能源进口。着力优化通关环境,整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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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部门资源,建设统一的电子口岸信息平台,促进通关便利化。

三是加快发展民营经济。落实好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

策措施,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用好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

重点保障
“
十百千万

”
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实施和中小微企业服务

体系建设。动态调整
“
三高一特

”
重点民营企业目录,培育更多

营业收入超十亿元的民营企业。培育一批省、市民营企业创新产

业化示范基地,认定一批市级民营科技企业。拓展
“
四位一体

”

融资平台的服务功能,重点加大对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服务。加强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积极拓展工程担保等新业务,提高

担保融资能力。进一步健全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推广生物医

药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模式,培育与认定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实施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

各项基础性管理制度,推行精益化管理模式。

四是充分挖掘消费需求。支持环保消费、文化消费、健康消

费等新兴消费,落实好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健康服务业、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落实促进电

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商贸企业开展网上销售,推进实体

市场和虚拟市场融合发展。以兆宏海纳城为载体,建设全市电子

商务综合服务中心,吸引品牌电商服务商进驻,孵化本地服务商

及网商品牌。通过改善消费供给扩大消费需求,推动华发商都、

心海洲等主城区商业综合体投入运营,加快西部地区商业载体建

设。继续巩固大宗消费,着力扩大居民消费。依托长隆海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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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澳岛玲玎海岸等新兴景点聚集人气,吸引游客在珠海消费。引

导餐饮企业顺应节俭潮流,注重普通消费需求,突 出特色化、标

准化和食品安全。

五是保持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发挥投资对推动基础设施现代

化、产业发展高级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作用,优化投

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继续实施十大重点建设工程,把重点园

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项目作为扩大投资的主要方面。

完善产业载体,抓好园区开发配套,加快高栏港集装箱及煤码头、

主航道扩建等建设,完 善高新区、富山工业园等园区基础设施。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及珠海连接线、

市区至机场城际轨道拱北至横琴段、横琴二桥、金琴高速公路等

建设,确保现代有轨电车1号 线首期工程今年航展前竣工,推动香

海大桥、洪湾至高栏港高速公路动工建设。加快城市宜居项目和

城市组团建设,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落实好国家调控政策,促

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保持房地产投资平稳增长。

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一是加快
“三高一特

”
产业发展。完善促进产业发展的方式

方法,改变单纯对特定项目提供资金、用地等政策优惠的扶持方

式,将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加强规划指导、发布行业信息、

完善产业配套、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和共性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快

建设
“
三高一特

”
现代产业体系,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依托

龙头企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加快家电电气、海洋工程装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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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等高端制造业发展。围绕特色旅游资源、主要交通枢纽、

新建会展设施及横琴创新政策等优势,发展休闲旅游、现代物流、

会议展览、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以特色园区为载体,发展智

能电网、物联网、生物医药、电子商务等高新技术产业。突出临

近港澳及岭南沿海特色,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农业旅游、海洋垂

钓、游艇消费等特色海洋经济和生态农业。加快现代产业项目建

设,推进惠普智慧产业园、3D打 印特色园、丽珠工业园、格力商

用空调、修正药业、华润热电等重点项目建设,促成中国北车珠

海基地、瓦锡兰玉柴中速机等项目竣工投产。

二是支持重J点产业平台建设。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将 国家和

省陆续下放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各行政区,支持各经济功能区行使

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加快
“三大引擎

”
发展,做大产业增量。加

大横琴新区总部经济招商和金融招商力度,推进粤澳合作中医药

科技产业园建设,加快神华大厦、香洲埠文化院街、口岸服务区

等项目进展,推进澳门商贸中心规划建设。加快高栏港区主导产

业补链强链,壮大清洁能源、精细化工和港口物流等产业集群 ,

推动中海油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PTA三期等竣工投产,加快中

海油精细化工园、宝塔二期、三一重工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推动

钰海电力热电联产、LNG冷 能空分等项目动工建设。推进高新区

人工智能、大数据、医疗器械和精密电机等专区建设,推动珠海

信息港、清华科技园二期等项目开工,加快金山总部、前环总部

基地等项目建设。完善园区产业布局规划,推动航空产业园、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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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工业园、南屏工业园、新青工业园等围绕特色产业,整合园区

资源,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三是提升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 导

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

术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各类

创新载体,开展重大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示范,力 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环保智能家电等重点领域取得若

干重大突破。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支持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建

立产学研创新联盟、产学研示范基地和开展项目合作。推动我市

与中科院广州分院科技合作协议的落实,促进更多高端科技成果

在我市转移转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技术标准化战略。开

展工业设计大赛,营造重视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促进科技金融

融合,支持设立科技创新银行,促进创新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本。

出台市级引进创新团队的评审和资助办法,引 进一批有影响力的

创新团队。支持孵化器、加速器、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及培育中

心等服务机构的培育发展。

四是汇聚发展优质资源。继续加强和扩大战略合作,深化落

实与各单位或企业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改革发展等提供战略支撑。加强与对外友好城市的战略合作 ,

集聚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创新设计、科技人才等高端资源,重

点推动在精密制造、智能控制、生产工艺、基础材料等领域的项

目合作。加强招商引资,创新招商方式,策划重点行业专题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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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注重以商招商,鼓励龙头项目建立子产业园,吸引上下游

企业入驻。加强对现有企业增资扩产的服务力度,为企业提供必

要的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落实人才开发促进条例和蓝色珠海高

层次人才计划,建设横琴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吸 引高层次人

才及专家团队来珠海发展,通过人才团队引进高端产业项目。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培育壮大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风险

投资等,搭建产业金融对接平台。推进珠中江经济圈建设,落实

各项合作协议,扎实推进年度合作重点项目。

四、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是增强规划引领作用。全面启动第二轮控规全覆盖工作。

在编制完成城市概念性空间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批幸福

村居建设规划的编制。以概念规划为引导,以环境宜居项目为重

点,以深化控规全覆盖为抓手,以 国际先进理念为指引,从操作

层面统筹城乡规划实施。严格执行《珠海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

完善规划法规与标准体系,强化城乡规划的约束力。推动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及各部门专项规划协调融合,搭建
“五

规融合
”
编制和信息化管理平台。

二是加快产城融合进程。围绕产业园区建设新城、新区和中

心镇,统筹安排新型社区、交通设施、公共设施、市政设施等各

项开发建设,实现职住平衡、功能复合。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加

快城市更新步伐,推进世邦国际商贸中心、市民文化广场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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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加快城市之心、九洲商贸中心、拱北口岸地区综合开发等

重点项目进展。加快
“三溪

”
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启 动搬迁安置

区建设。推进西部生态新城建设,重点围绕首期开发区域,推进

交通及市政管线、防洪排涝和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

快平沙温泉小镇、金湾航空新城核心区、唐家湾大学小镇、珠海

北站 TOD、 富山产业新城开发建设以及黄杨河
“一河两岸

”
改造

提升,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增强要素集聚和生产服务功能。

三是完善城乡综合服务设施。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推动物流信息网络化,构建共享物流信息平台,降低物流成本。

推进智慧珠海建设,抢抓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机遇,加大信息基

础设施投入,推进小区光纤到户。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西部

地区公交枢纽换乘中心规划建设,完善广珠城轨珠海段沿线各类

交通接驳,提高公交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完善路网结构,规

划建设一批停车场和行人过街设施,缓解道路交通供求矛盾。优

化交通组织,科学精细管控道路,缓解道路施工期间交通拥堵状

况。建设水务基础设施,利用市外优质水源,保障供水安全。加

快推进斗门区北部四小联围等海堤加固达标工程建设,开展围内

排涝体系建设。做好城市横街小巷破损道路的维护改造,加强管

道清疏,推进水浸黑点整治改造。

四是加快建设幸福村居。坚持规划先行,完善工作机制,加

强监督考核,创新投入方式,加快示范村居建设步伐。继续实施

特色产业发展、环境宜居提升、民生改善保障、特色文化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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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建设、固本强基六大工程。将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

收入作为建设幸福村居的根本环节,着力培养农村专业人才和创

业致富带头人,提 高农民创业就业水平。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资源

开发型、服务创收型、入股分红型、物业出租型项目,多 渠道增

加农村集体收入。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管护机制。继续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一批村容整洁、

环境宜人、设施配套、生活便利的宜居示范村居。

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做好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加大对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的人

财物投入,着力改善创文薄弱环节。巩固和深化农贸市场综合整

治成果,探索建立农贸市场管理的长效机制。启动老旧小区环境

提升及周边环境整治试点工作,出 台综合整治管理办法,提升旧

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加强城市软环境建设,营造文明有序

的公共秩序。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搭建市民乐于参

加、便于参加的各类创建活动平台,形成人人参与创文的新局面。

完善志愿服务阵地,弘扬志愿服务文化,实现志愿服务队伍由以

青年为主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转变。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

办好明德讲堂,建设学习型城市,全面提高市民思想道德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确保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二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不断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加

快建设
“一院两馆

”
,大力推进基层文体设施建设,实施文艺精品

-13—



工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打造城市活动品牌,提升城

市影响力。办好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举办国际半程

马拉松比赛、沙滩国际音乐节、金湾航空艺术节等活动。加强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开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创建工作。建立健

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加大对文化旅游产业

的扶持力度,加快建设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园和南方影视文化产

业园,发展壮大金地动力港、珠海 Ⅴ12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加快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推进社区体育健身

工程,确保公共体育服务延伸覆盖到全部社区。

三是建设低碳试`点城市。继续推进珠海低碳试
`点

城市和横琴

新区低碳试点区建设,探索珠海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大力发展

低碳经济,鼓励企业推进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和废弃物

排放。完善重点产业配套,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形成资源能源

的闭路循环。创建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增加新能源在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继续推进桂山海上风电场和万山海岛新能源微电网示

范项目、金湾海上风电项目建设。完善新能源汽车发展环境,加

快充电、充气、维修维护等配套体系建设。完善慢行系统,推进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二期建设。推广节能产品和清洁能源在建筑

中的应用,鼓励建设节能、智能的生态居住小区。

四是建成国家生态市。推动各区、镇 (街 )完成国家生态区

(镇 )创建工作,通过生态市的国家和省级考核,为 率先创建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市提供基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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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控制线。实施天更蓝、水更清、城更美、环境更安全四大工

程。落实固体废物污染控制、重金属污染防治、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等专项规划。加快全市黄标车淘汰工作,推动减排重点工程建

设。推进东、西部城镇污水 (污泥)处理和配套管网等基础设施

规划建设,加 大各区镇河涌水系截污保洁和水生态修复整治力度。

实施森林碳汇、生态景观林带、森林进城围城、乡村绿化美化等

工程,启 动凤凰山森林公园、淇澳红树林湿地公园、横琴滨海湿

地公园等项目建设。

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一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落实促进就业各项政策,加

大政策扶持力度。贯彻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 ,

强化就业援助,统筹做好各类群体就业工作。加快推进创业小额

贷款工作,强化创业培训与实训,扶持高校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推进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强化基层

服务能力。完善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政策,做好异地务工人

员服务与管理。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继续推动工资集体协商

工作,公布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继续做好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探索工伤预防、工伤康

复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试点工作。支持鼓励

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企业年金。完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修订珠

海市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实施办法。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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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

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拓展养老服务内容。建立健全以公租房

为主的新型住房保障体系,规范保障性住房分配和管理,加快建

设唐家人才公寓、南屏沁园等项目。做好新一轮
“
双到

”
扶贫开

发工作,推进珠海与阳江的帮扶与合作。

三是创建教育现代化先进市。促进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 ,

力争今年年底前创建成为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市。加快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建10所镇中心幼儿园、市机关一幼、市

实验中学艺体教学楼等项目完工,基本完成斗门特殊学校建设 ,

争取市特殊学校和市理工学校扩建工程开工建设,推进市四中西

藏班建设。积极发展特殊教育,建设好随班就读资源教室。推进

职教集团化办学。加强督学责任区工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强

化体育美育教学,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实施
“
强师工程

”,提升教

师素质。

四是提高公共卫生月艮务能力。推进市人民医院北区、市疾控

中心、市传染病综合防治楼等项目建设。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

区级卫生监督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卫生

服务中心的建设,重点加强横琴新区、西部地区以及海岛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的建设。继续推进卫生信息化工作,加快区域医疗
“一

卡通
”
项目进度。推进健康城市建设,综合整治城乡环境卫生 ,

有效预防控制疾病,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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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市⒛1s年主要指标初步完成情况与⒛Ⅲ年预期目标表

带★标志的为约束性目标,其 余为指导性目标:2012年救据来源于《2013珠 海统计年鉴》,zO13
年欺据为初步统计鼓;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CDP、 规杖以上工业增加位增长速庋按不变价计箅,其
余指标坩长速庋均按现价计笄:根据统计制庋改革要求,2014年城铵居民人均可支况收人、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合并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尚无荃期欺据:2014年公共财政顶笄收入口径有所调碴。

主要指标
⒛12年 2013年 20i0年

蜥棚 仂猢
瑁长
(%)

l十历斥
坩长
(%)

l地区生产总位 (GDP)(亿 元) 1503 76 1662 38 105 1845 I0

2人均 GDP(万 元 ) 9 55 lO 43 94 114 86
3服务业增加位占GDP比 重 (%) 45 8 46 3 46 5

4,规杖以上工业JI加值 (亿元) 664 93 744 99 112 818
0
乙

5公共财政预箅收入 (亿元 ) 162 60 194 18 194 203
0
乙

6居 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102 8 lO2 3 9
乙 103 3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颂 (亿元) 635 20 720 52 135 814 13

8固 定资产技资额 (亿元) 787 62 960 89 23 1153 20

9外贸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456 69 541 69 186 585 8

共中:外贸出口总颌 (亿芙元) 21631 266 06 23
0
乙ο

ο 6

10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 14 47 16 87 166 182 8

1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元 ) 10

12年末总人口 (万人) 158 26 160 6 163

13户 杼人口自然坩长率 (‰ )★ 10 02 104
14城钦登记失业率 (%) 2 34 2 28 32

15城镔生活污水处理宰 (%) 86 6 87 5 88 5

16RaD经 费支出占GDP比重 (%) 2 52 23 2 35

17城铵人均公囝绿地面积 (平方米 ) 16 12 16 18 0 37 16 22 0 25

18每万元 GDP能耗 〈吨标准煤)★ o 48 -3 89 -3 89

19亿元 GDP安全生产艹故死亡率★ 0 09 o 086 待省 下达

20二氧化硗排放Ⅰ (万吨)★ 31I 2 59 -16 53 待省 下达

21化学钫氧Ⅰ排放毋 (万吨)★ 3 38 3 33 -1 5 待省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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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 :依 申请公开

抄送:市 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 ,

珠海喾备区,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口 岸查验各单位 ,

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中央和省属驻珠海有关单位。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Ⅱ 冖 已 赓 ~

⒛14年 2月 25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