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州市 海 珠区
2019 年 国民 经 济和 社 会发 展 统 计公 报
广州市海珠区统计局

2019 年，全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东重要讲话和对广东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推动
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
和经济下行压力，保持战略定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稳就业、稳
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各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
一、经济发展稳中提质
（一）综合
GDP 平稳增长。据初步核算，2019 年，全区生产总值（以下
简称 GDP）达到 1935.1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同）增
长 7.6%，高于全国（6.1%）、省（6.2%）、市（6.8%），增速位
居全市第四。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4 亿元，增长 10.7%；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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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加值 397.27 亿元，增长 10.1%；第三产业增加值 1536.31 亿
元，增长 6.9%。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 0.1:20.5:79.4，现代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为 53.2%，经济密度达 21.41 亿元/平方公里，人
均 GDP 达 11.32 万元。
财政收支保持稳定。2019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67 亿
元，增长 1.1%；其中税收收入 37.32 亿元，下降 1.1%，非税收入
17.35 亿元，增长 6.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6.55 亿元，增长 6.1%。
减税降费积极推进。2019 年，全区税收总收入 214.52 亿元，
下降 14.1%。按税种分，增值税 84.33 亿元，下降 8.1%；企业所得
税 58.22 亿元，下降 27.7%；个人所得税 26.97 亿元，下降 32.9%。
落实涉企收费减免优惠措施和减税政策，新增减税降费超 47 亿元。
（二）五大主导产业
五大主导产业发展稳中向好，2019 年合计实现增加值 925.97
亿元，增长 8.3%，增速比 GDP 高 0.7 个百分点，占全区 GDP 比重
47.9%。
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集聚效应凸显。打造以“互联网+”为核
心的创新产业生态，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琶洲核心片区
（以下简称：琶洲核心片区）产业集聚效应增强，为行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以腾讯、阿里巴巴、今日头条等产业龙头为首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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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示范带头效应明显，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81.83 亿元，增长
86.4%，带动全区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 309.24 亿元，增长 64.6%。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市场主体 5348 户，比 2018 年增加 1804 户，增长
50.9%；其中，规上企业 215 户，增长 18.1%。
科技服务业发展后劲增强。我区汇聚中山大学等 7 所高等院
校，中国电器院等 9 所中央直属研究院，2 所中科院属研究院等
丰富科研院所资源，北科大广州新材料研究院、中科兰德（广东）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研发单位先后进驻海珠。中山大学设立中大知
识产权服务公司，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设立广东仲恺科学技术服务公
司。2019 年全区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25.56 亿元，增长 6.1%。
高端商务业加快打造。重点布局高端商务产业，发挥商务服务
产业支撑功能。支持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数字广告
业态发展，引进省广营销等数字营销行业优质企业。推动国家级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琶洲核心园区建设工作，着手在琶洲核心片区、
广州创投小镇、海珠创新湾等产业集聚区选址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区示范点，形成商圈集聚效应。加快发展高端专业服务业，认
定人力资源、法律等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企业 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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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商贸会展平稳发展。新零售业态加快布局，建设以大型高
端商贸综合体、特色商业街为重点的黄金消费走廊。2019 年，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千亿元，增长 7.0%。批发和零售业商
品销售总额增长 9.2%，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11.3%。全区限额
以上企业数字新零售模式销售额增长 20.2%。成功举办“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全球创新技术成果转移大会、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等大
型会议，举办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等知名展览，
全球智能工业大会永久落户海珠，琶洲地区全年举办展会 243 场，
办展总面积 1042.36 万平方米，其中 10 万平方米以上展会 15 场，
国际知名展会场次达 66 场。
文化旅游业培育壮大。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广州地铁博
物馆、陈李济中药文化园、孙中山大元帅府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景
区。OTO（在线旅游服务）和 OTA（线上线下结合）企业与互联
网产业融合效应明显，以喜玩、途牛、骑鹅游、旅划算为首的旅行
社，凭借网络流量资源优势快速发展，拉动旅游业实现营业收入
32.10 亿元，增长 28.6%。全区旅游业（含 16 家景区、29 家酒店、
43 家旅行社）接待游客 3194 万人次，增长 6.1%。
（三）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按项目在地统计口径，2019 年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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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额 346.56 亿元，实现双位数增长，达 15.1%，比 2018
年提升 11.9 个百分点。其中，建设改造完成投资增长 19.0%；房地
产开发完成投资增长 11.8%。
重点项目建设取得实效。2019 年，全区 61 个重点建设项目完
成投资 126.33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123%；其中 41 个市重点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103.40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121%。全区牵
头 51 个市“攻城拔寨”项目完成投资 124.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122%。30 个琶洲地区在建项目完成投资 90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
资 116%。琶洲西区 21 个项目进展较快，18 个项目动工建设，环
球、唯品会、阿里巴巴、国美、复星、粤科金融 6 个项目 13 栋建
筑主体结构封顶。O2 PARK 创客公园、方圆大征场、德臻科创园
等 23 个项目已获得备案证，计划总投资 38.7 亿元，建筑面积 66.49
万平方米。
（四）农业
农业生产稳定。2019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 2.40 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增长 26.7%。全年蔬菜产量 1.38 万吨，增长 4.0%；水
果产量 0.41 万吨，增长 2.0%；水产品产量 0.49 万吨，增长 50.0%。
（五）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总部经济快速发展。2019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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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571.02 亿元，增长 24.3%，增速排名全市第一。龙头企业中石油、
中石化天然气公司维持高位增长，合共实现产值 416.60 亿元，增
长 30.6%，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22.5 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75.47 亿元，增长
22.6%。
建筑业产值保持增长。2019 年，全区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实
现总产值 702.49 亿元，增长 16.1%；其中省内产值 592.80 亿元，
增长 11.1%。从构成分析，建筑工程产值 607.05 亿元，增长 9.4%；
安装工程产值 36.30 亿元，增长 22.9%；其他产值 59.14 亿元，增
长 1.9 倍。
（六）对外经济
外经贸平稳发展。2019 年，全区海关进出口总值 267.10 亿元，
增长 0.2%。其中出口 155.00 亿元，下降 18.8%；进口 112.10 亿元，
增长 48.1%。联合会展海关与中博会合作，借助展会平台开拓市场
采购出口业务，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全区合同利用外
资 12.77 亿美元，增长 160.9%；实际利用外资 5.11 亿美元，增长
27.7%。服务外包全口径执行额为 8.6 亿美元，增长 13.5%，增速位
居全市第 4。
（七）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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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持续发展。2019 年新增广东创新创业投资、中铂股权
投资等风投管理企业 6 家，新增利宝保险、民生人寿、瑞华健康保
险等 3 家保险公司省级分支机构。现有银行省级分行 2 家、保险公
司省级分支机构 7 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举办产融对接
活动 18 场，促进 6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与银行“面对面”，为企业
提供超过 1 亿元授信额度。全区金融业增加值 42.10 亿元，增长
8.2%。
（八）创新发展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落实海
珠区创新引领高端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粤港澳大湾
区科技金融与数字经济协同创新研究院注册落地海珠。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广州创新中心开展白俄罗斯项目合作推介会，初步选址中
大国际创新谷鹭江项目。成功引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
室（广州）落户琶洲并启动建设。加快琶洲西区产业项目及配套设
施建设, 编制琶洲西区 5G 建设规划初步方案。中大国际创新谷完
成城市设计及控规论证，鹭江启动园区正式启动，科大讯飞 A.I.创
新产业园开园运营。海珠创新湾聚集中远海运海尚明珠智慧园、广
州之窗科技创新园等科技创新载体。成功推动我区企业电科院、保
利物业分别在科创板、港交所上市。全区上市企业 7 家、新三板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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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企业 35 家。
创新载体加快完善。海珠智汇科技园开园运营，唯品同创汇、
乐天智谷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园、大征场设计创意产业园、海珠智
汇 PRAK、海尚明珠智慧园入选广州市 2019 年提质增效试点园区。
2019 年新增 2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0 家众创空间；目前全区有科
技企业孵化器 47 家，总孵化面积 66.07 万平方米；众创空间 32 家，
初步建成了以国家级孵化器为龙头、省市级孵化器为主干、各类众
创空间为基础的梯度化孵化育成体系。
创新主体不断壮大。2019 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共 715 家。全
年专利申请量 11175 件，增长 6.1%；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
量分别达 3482 件、937 件。致景信息、巴图鲁、良品教育入选 2019
广州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榜单，诺米、图匠数据入选 2019 广州明日
之星榜单。睿科研究院正式挂牌。
（九）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焕发活力。2019 年，我区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
全区各类市场主体共 17.31 万户，其中企业（含外资）8.42 万户、
个体户 8.9 万户。新注册主体 2.43 万户，2019 年末全区注册资金
2976.82 亿元，增长 40.7%。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含）以
上企业 163 户。新登记从事 IAB 行业的企业 5106 家，占新登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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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31.37%；新登记从事 NEM 行业企业 458 家，占新登记企业 2.81%。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出台《海珠区 CSO 首席服务官体系标准
化建设两年行动计划》，推动 CSO 首席服务官体系化和标准化建
设，打造企业服务“海珠标准”。2019 年，成功引进 104 家优质企业，
其中包含 14 家世界 500 强投资企业、4 家中国 500 强投资企业，
合同利用外资突破 10 亿元，增长超 3 倍。2019 年，全区重点招商
企业产业导入持续加快，合共实现营业收入 1152.66 亿元，增长
45.2%。琶洲核心片区产业加速落地，其中琶洲西区 20 个拍地企业
在我区注册成立了 111 家业务子公司，注册资本 167.7 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339.41 亿元，增长 104%；税收 17 亿元，增长 68%，
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的平稳发展和产业力量更新迭代。
总部经济加速集聚。全区共有 39 家市级总部企业；区重点总
部企业从 2018 年的 175 家增加至 2019 年的 196 家，实现增加值
496.96 亿元，占 GDP 的 25.7%，税收贡献占全区总额的 33.0%。
“四上”企业平稳发展。2019 年，我区共有“四上”企业 3815
家，其中，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企业 523 家（100 亿元以上的 9 家、
50-100 亿元的 11 家、10-50 亿元 67 家、1-10 亿元的 436 家）。全
年新增“四上”企业 654 户，增长 20.2%。
二、综合城区功能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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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建设加快推进。完成《海珠区国土空间规划三年行动计
划》，开展面向 2035 年的区级国土空间规划。推进老旧小区微改
造项目 134 个，47 个竣工验收项目已有 34 个完成结算评审。推广
旧住宅楼宇加装电梯“托管”模式，实现电梯加装 242 台。积极推进
城中村改造，沥滘村完成启动区 28 万平方米以上建筑物拆除，完
成年度目标的 280%。凤和新市头村改造补偿安置协议签约率达
94.8%。赤沙村片区策划方案已经市审议通过，石溪村片区策划方
案已经区审议通过，正上报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审批。完成空置直
管房危破房改造项目 7 个，改造面积 1385 平方米。实施 12 个旧厂
房改造，关停整治 17 家物流园，转型疏解 12 家专业批发市场，启
动整治 10 个占地面积 30.45 公顷村级工业园，广州国际轻纺城获
得“2019 年度专业市场行业创新创建项目”荣誉。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 年我区
全区空气优良率 80.8%；PM2.5 年平均浓度为 30μg/m³，下降 3.2%，
创历史新低。优化能源结构，淘汰全区剩余的 2 台燃煤、3 台生物
质工业锅炉，清理取缔非法小锅炉 138 台。制定《机动车维修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整治方案》，完成 85 家汽修企业深度治理任务。清
理整治“散乱污”8064 家。对全区 26 家加油站、11 家重点企业开展
危险化学品环境安全综合治理专项检查，共处理群众投诉 4344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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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责任单位巩固 25 宗环保督察案件整改成果，目前 226 宗案件
已全部销账。深入开展专职环保员队伍规范化建设，划分生态环境
监管网格 131 个，203 名专职环保员担任网格员开展日常环境保护
监督检查工作，巡查污染源 35341 个，处理信访投诉 5227 宗。
城区环境不断提升。优化城区路网建设，环岛路（滨江西路—
厚德路段）正式通车。实施海珠湿地三期面积 2600 亩建设，海珠
湿地获得首届“生态中国湿地保护示范奖”（全国仅三个）。推进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广州城市园林景观布置，完成立体花坛 10 座，花
卉花带花境约 5.32 万平方米，立体花坛、绿墙面积约 12000 平方
米。2019 年投入 80.89 亿元建设 129 项水务工程，新建雨污管道
504.6 公里，立管 886.55 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9.1 万吨/日。15
条黑臭河涌实现不黑不臭，9 个城中村截污纳管工程基本完工。163
名河长、1602 名网格员共同推动河湖长制全面见效，共上报问题
7048 个，办结率为 100%，创新建立“1+18+N”的河湖警长制，破
获案件 6 宗。违法建设拆除全力攻坚，全区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357.37
万平方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2.1%。对在建工地的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立案查处 640 宗。
营商环境优化高效。在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等 11 个领域
改革取得突破，审批整体提速率超 70%。在全省率先实现开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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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天即照即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事项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加
快推进“数字政府”，发出全省首张个人电子证明材料，98 项业务实
现全流程线上办理。在琶洲首创“无人值守”政务服务驿站，5G 智
慧政务联合创新实验室。成立全省首个粤港澳大湾区政务服务中
心，提供 16 类 86 项涉港澳业务的跨城通办服务，联动办理市、区
293 项事项。率先公布《海珠区容缺受理事项目录》，公布 150 个
事项的“容缺受理”事项。大力推进“马上就办，最多跑一次”改革，
可“马上就办”的行政许可事项达 465 项，
实现“马上就办”率超 40%，
100%的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发布“海珠创新岛 18 条”，实现政
策范围做减法、激励措施做加法。CSO 首席服务官工作制度荣获
“广州市城市治理榜改革创新奖”，营造跨界、开放、融合的服务生
态。
城区管理精细有序。今年基本完成 164 座环卫公厕升级改造并
新建 4 座组合式环卫公厕，提前一年完成“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各类专项整治及市容环境保障行动 15 次。深入开展“散乱污”、
“五类车”专项整治，查扣“五类车”5.3 万辆。率先推行“海珠破袋定
时定点投放”分类模式，精准打造 72 个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全区
1409 个小区完成楼道撤桶。加快推进管道燃气“三年提升”，我区新
覆盖居民用户 28450 户，新覆盖非居民用户 533 户。持续保持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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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违高压态势，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23.92 万人次，监督检查单位
11.96 万家，立案处罚 12887 宗。
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涉黑恶
团伙 67 个。“凤阳守望台”被定为省、市智慧新防控示范点，南华
西派出所成为全市唯一的全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全年刑事
治安警情、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10.8%、9.0%，破案率上升 7.5 个
百分点。建设海珠智慧平安岛视频空间服务平台，通过智能感知设
备抓获嫌疑人 943 人。信访总量呈持平趋稳，全年受理和录入信访
系统案件 3229 件次，与上年基本持平。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
纠纷 11242 宗，调解成功率为 99.96% 。2019 年重新违法犯罪率为
0%，全区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无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三、文教体育发展亮点纷呈
教育质量稳步提升。2019 年高考高优线上线率增幅 21.73%，
中考总体水平连续两年保持领先。新开办五中附属初级中学，新增
优质初中学位 1200 个，转制新办 18 所公办幼儿园（园区），新增
公办幼儿园学位 4866 个，新增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广州市示范
性普通高中各 1 所，完成 4 个校园“微改造”和 2 个校园改扩建工程，
全面完成 4913 间教室及功能场室的照明设备深化改造。100%公办
小学和 81.82%的民办小学提供校内课后托管服务。教科研工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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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著，引进高层次人才 7 名，海珠区教育发展中心更名为海珠区
教育发展研究院。获省教育教学成果奖 6 项，入选市教学成果培育
项目 9 项，均居全市第一。
文化实力不断提高。全区文化分馆 20 个、图书馆分馆 21 个，
新建、改造省广 G+、FDC 面料、海珠智汇等，新增面积 8629.39
平方米。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350 场，开展第八届中国（广州）潮
流文化季、湿地国际音乐节、湿地徒步大会等大型赛事活动，首部
反映广州工业化进程的现实题材原创话剧《工业大道》成功首演。
推进小洲村蚝壳屋等文物修缮、南石头监狱遗址保护认定及琶洲塔
移交，编制《黄埔古港古村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导则》，“第一
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入选广州六大红色革命遗址。成功打造“1314
（一生一世）幸福海珠旅游线”、“海珠环岛深度游”等特色旅游路
线，“黄埔古港古村海丝文化游”线路入选首批“广东省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体育事业持续发展。成功举办 2019 欢乐跑 10 公里锦标赛、海
珠湿地七人制足球赛、广州国际龙舟赛、广州马拉松、广州国际 9
球公开赛邀请赛等。新建重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 90 处、足球场 2
片。全区现有体育健身场地 1640 个，总面积 160 万平方米，健身
路径（健身设施点）468 处。推进场馆服务社会化，三个场馆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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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万人次。
四、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人口保持稳定发展。2019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72.42 万人，
增长 1.8%；户籍人口 106.73 万人，增长 0.9%。全区户籍人口出生
10911 人，出生率 10.14‰，死亡率 7.08‰，自然增长率 3.06‰。
政策生育率 97.22%，出生性别比 112.40。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9 年，我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67128 元，增长 8.7%，其中工资性收入 40015 元，增长 8.3%；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7524 元，增长 7.1%，恩格尔系数为 33.2%。
就业形势保持平稳。全区新增就业 2.93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率达 71.6%，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62 万人，促进创
业 4991 人，带动就业 1.46 万人。出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就业
优先战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等 4 大方面 13 项具体举措。举办“海
创季”第七季粤港澳青年大学生专场创业大赛。海珠创客坊举办创
业服务活动 35 场，服务超 1500 人次。全区创新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 21 个，累计进驻创业实体 1720 家，带动就业 1.93 万人。组
织对口帮扶创业及技能培训班 25 期，培训 785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当地举办招聘会 4 场，帮扶 130 名贫困劳动力在我区实现稳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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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民生投入不断加大。2019 年区财政安排用于民生和各项公共
事业支出 94.80 亿元，增长 5.8%，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81.3%。其中教育支出 30.42 亿元，增长 3.9%；卫生健康支出 14.41
亿元，增长 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24 亿元，增长 15.6%。
社会保障持续完善。2019 年末，五大险种参保人数达 243.28
万人次，增长 14.3%。其中参加养老保险 46.55 万人，失业保险 49.18
万人，医疗保险 55.53 万人。低保标准提高到 1010 元/月/人，城镇
“三无”人员补贴发放标准提高到 1721 元/月/人；孤儿养育标准提高
到 2406 元/月/人。共为 50400 余人次发放低保金、特困供养金及各
类救济金和补贴 5869 万元。办理低保、低收入困难人员以及重度
残疾人员等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5107 人，
资助金额约 388.88
万元。办理困难人员零星报销等各类医疗救助 12868 人次，资助金
额约 704.75 万元。全年我区流动救助服务队共劝导 3314 人次，护
送至市救助管理机构 92 人次，派发衣物、食品等 222 份。发出全
省首张退休人员个人电子证明材料，通过手机“刷脸”，在线办理所
有退休人员公共服务事项，目前已开具电子证明 2358 份。
社会福利提标扩面。机构养老建设力度加大，新增养老机构 8
家，新增养老床位 1593 张。开展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工作，建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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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养老床位 76 张。拨付长者大配餐资助 206.7 万元，全区共 54 个
长者饭堂，累计服务人次 101 万。举办 2019 年海珠区“慈善为民月”
启动仪式，接收捐款约 519 万元。开展 2019 年海珠区广东扶贫济
困日暨羊城慈善为民系列活动，全年募集善款 1971.99 万元。累计
创建慈善标志达 45 个，数量居全市前列。开展寻找海珠区最美“慈
善家庭”活动，评比嘉奖 9 个年度最美“慈善家庭”。慈善社工志愿
融合发展，推动成立 5 个社区慈善基金及 18 个社区慈善捐赠工作
站。发布海珠区志愿服务地标，成立 6 支社区志愿服务队。开展慈
善对口帮扶活动，联合慈善力量，精准帮扶大埔县脱贫率达
99.92%，与大埔县、丰顺县共建产业园累计引进投资项目 46 个、
合同投资金额 247.28 亿元，2019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六大国考指标
100%完成。
卫生强区加快建设。健康海珠建设再添新动力，广州和睦家医
院投入使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新院址入驻海珠，与省二医
合作共建琶洲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选址工作
完成公示。推进网格化医联体建设，共建成 14 个专科联盟，医联
体内共上转门诊病人 6857 次，下转门诊病人 1010 人次。区属医疗
机构门急诊人次 479.40 万人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人次
377.87 万人次，增长 9.0%。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质取胜，重点人

17

群签约率 79.06%。多元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全区试点护理
站共开展宣传服务活动 305 次，站内护理康复服务 2791 人次，上
门居家护理康复服务 8852 人次，其他服务活动 3032 人次。完成免
费婚检人数 3216 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5525 人，12792 户参加重
点病种产前筛查诊断。
注：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部分数据为快报数。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产值、增加值绝对数按
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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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19 年海珠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表
单位：亿元、%
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实绩

增速

地区生产总值（GDP）

1935.12

7.6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517.02

24.3

--

9.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99.44

7.0

税收总额

214.52

-14.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67

1.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6.55

6.1

固定资产投资

346.56

15.1

进出口总值

267.10

0.2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5.11

27.7

商品销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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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2019 年海珠区三次产业结构图

附图 2：
2019 年海珠区各行业增加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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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统计指标解释
1、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
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总和，是反映经济总体状
况最重要的指标。对于国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地方，称为
地区生产总值。
2、三次产业

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

构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
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
门称为第三产业。它是世界上较为通用的产业结构分类，但各国的
划分不尽一致。
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
业。第三产业包括：①批发和零售业，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③住宿和餐饮业，④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⑤金融业，
⑥房地产业，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⑧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⑨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⑩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⑪
教育，⑫卫生和社会工作保障业，⑬文化、体育娱乐业，⑭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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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⑮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服务业，⑯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⑰制造业中的金
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3、农业总产值

指以货币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农、林、牧、

渔业全部产品的产量。
4、工业总产值 指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
已出售或可供出售工业产品总量，它反映一定时间内工业生产的总
规模和总水平。包括：在本企业内不再进行加工，经检验、包装入
库(规定不需包装的产品除外)的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自制
半成品、在产品期末初差额价值。
5、建筑业总产值

指以货币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的建筑业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建筑工程产
值、安装工程产值和其他产值三部分内容。
6、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在一定时

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
7、商品销售总额

指对本企业（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

售（包括对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总额。它反映批发零售贸易业在
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的总量。
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

餐饮业和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总和。是
研究人民生活、社会消费品购买力、货币流通等问题的重要指标。
9、“四上”企业

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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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等这四类企业的统称。界定标准为：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②有资质的建筑业及
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指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
的建筑业企业及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③限额以上批发零售
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批发企业和 500 万元以
上的零售企业；④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以上的住宿业、餐饮业企业；⑤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指年营业
收入 500 万元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
育娱乐业；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
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
年营业收入 2000 万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
10、IAB 产业
11、NEM 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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