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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服务进出口 [29] 总额 534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其中，服务出口 18193 亿元，增长 2.3%；服务进口
35291 亿元，增长 21.5%。服务进出口逆差 17097 亿元。

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新设
立企业 27900 家，比上年增长 5.0%。实际使用外商直接
投资金额 8132 亿元（折 1260 亿美元），增长 4.1%。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2905家，
增长34.1%;对华直接投资金额458亿元（折71亿美元）。

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11299
亿元，按美元计价为 170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1%。其
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145亿美元。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10589 亿元，按
美元计价为15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其中，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营业额 760 亿美元，增长 9.7%，占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比重为 47.7%。对外劳务
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万人，下降6.8%。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440 亿吨，比上年增长 5.7%。货
物运输周转量185295亿吨公里，增长4.0%。全年规模以
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18.3 亿吨，比上年增长 3.2%，其
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37.6 亿吨，增长 4.1%。规模以上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21798万标准箱，增长3.6%。

全年旅客运输总量 192 亿人次，比上年下降 1.2%。
旅客运输周转量31306亿人公里，增长4.1%。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19440 万辆（包括三轮汽
车和低速货车881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2.8%，其中私人
汽车保有量 16559 万辆，增长 15.0%。民用轿车保有量
10876万辆，增长14.4%，其中私人轿车10152万辆，增长
15.5%。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30]433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7% 。 其 中 ，邮 政 行 业 业 务 总 量 7397 亿 元 ，增 长
45.7%；电信业务总量 35948 亿元，增长 54.2%。邮政业
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 36.2 亿件，包裹业务 0.3 亿件，快
递业务量 312.8 亿件；快递业务收入 3974 亿元。电信业
全年新增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31]7318 万户，达到 218384
万户。年末全国电话用户总数152856万户，其中移动电
话用户132193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96.2部/百
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32]29721万户，比上年增加
3774 万户，其中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33]22766
万户，比上年增加 7941 万户；移动宽带用户[34]94075 万
户，增加 23464 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93.6 亿 G，比
上年增长123.7%。互联网上网人数7.31亿人，增加4299
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35]6.95亿人，增加7550万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 33.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6]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8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4.9%。

全年国内游客4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2%，国内旅
游收入 39390 亿元，增长 15.2%。入境游客 13844 万人
次，增长 3.5%。其中，外国人 2813 万人次，增长 8.3%；香
港、澳门和台湾同胞11031万人次，增长2.3%。在入境游
客中，过夜游客 5927 万人次，增长 4.2%。国际旅游收入
1200 亿美元，增长 5.6%。国内居民出境 13513 万人次，
增长 5.7%。其中因私出境 12850 万人次，增长 5.6%；赴
港澳台出境8395万人次，下降2.2%。

八、金融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 155.0 万亿元，比上
年末增长11.3%；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48.7万亿元，
增 长 21.4% ；流 通 中 货 币（M0）余 额 6.8 万 亿 元 ，增 长
8.1%。

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7]17.8 万亿元，比上年多 2.4
万亿元。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55.5万
亿元，比年初增加15.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50.6万亿元，增加14.9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112.1万亿元，增加12.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106.6万亿元，增加12.6万亿元。

年末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134219亿元，比年初
增加13895亿元。金融机构境内住户人民币消费贷款余
额 250472 亿元，增加 60998 亿元。其中，短期消费贷款
余额 49313 亿元，增加 8347 亿元；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
201159亿元，增加52651亿元。

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 23342 亿元，
比上年增加 5088 亿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248
只，筹资 1634 亿元；A 股现金再融资（包括公开增发、定
向增发[38]、配股、优先股）13387 亿元，增加 4618 亿元；上
市公司通过沪深交易所发行公司债、可转债筹资8321 亿
元，增加414亿元。全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39]新
增挂牌公司5034家，筹资1391亿元，增长14.4%。

全年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40]8.22 万亿元，比上年增
加1.50万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1]30959亿元，比上年
增长 27.5%。其中，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7442 亿
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792 亿
元，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8725 亿元。支付各类赔
款及给付 10513 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 4603 亿元，
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1184亿元，财产险业务
赔款4726亿元。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23821元，比上年增
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中位数[43]20883 元，增长 8.3%。按常住地分，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上年增长7.8%，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 31554 元 ，增 长 8.3% 。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2363 元，比上年增长 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1149 元，增长
8.3%。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44]，低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 5529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99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0924 元，中等偏
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31990 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
配收入 59259 元。贫困地区[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452 元，比上年增长 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4%。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3275 元，比上年增长
6.6%。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比上年增长8.9%，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23079 元，增长 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5.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130元，增长9.8%，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恩格尔系数为30.1%，比上
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29.3%，农村为32.2%。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37862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250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人数 50847 万人，增加 375 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 74839 万人，增加 8257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29524 万人，增加 631 万人；参加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45315 万人，增加 7626 万人。参
加失业保险人数 18089 万人，增加 763 万人。年末全国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30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1887
万人，增加455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7510万
人，增加21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18443万人，增加672
万人。年末全国共有1479.9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4576.5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96.9万人享
受农村特困人员[46]救助供养。全年资助5620.6万人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3099.8万人次。国家抚恤、补助各
类优抚对象877.2万人。按照每人每年2300 元（2010 年
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 年农村贫困人口
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47]。

十、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66.7万人，在学研究生198.1万
人，毕业生56.4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48.6万人，在校生
2695.8万人，毕业生704.2万人。中等职业教育[48]招生593.3
万人，在校生1599.1万人，毕业生533.7万人。普通高中招
生802.9万人，在校生2366.6万人，毕业生792.4万人。初中
招生1487.2万人，在校生4329.4万人，毕业生1423.9万人。
普通小学招生 1752.5 万人，在校生 9913.0 万人，毕业生
1507.4万人。特殊教育招生9.2万人，在校生49.2万人，毕
业生5.9万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413.9万人。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为93.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5%。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15500 亿元，
比上年增长9.4%，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8%，其中基
础研究经费798亿元。全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共安排42
个重点专项1163 个科技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共安排
224个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41184个项目。截
至年底，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488 个，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131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 194 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276家。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累计设立9支子基
金，资金总规模 173.5 亿元。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
346.5万件，授予专利权175.4万件。截至年底，有效专利
628.5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110.3万件，每万人口
发明专利拥有量 8.0 件。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32.0 万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1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6.0%。

全年完成 22 次宇航发射。长征五号、长征七号新一
代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在轨驻留 30 天并安全返回；
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高分三号、3颗北斗导航卫星等成功发射。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 34487 个，其中国家
检测中心681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312
个，已累计完成对152525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国共有
法定计量技术机构3933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7878
万台（件）。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 1763 项，其中新制
定1255项。

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046个，博物
馆 3060 个。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172 个，总流通 [49]

64781 万人次；文化馆 3338 个。有线电视实际用户 2.23
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 1.97 亿户。年末广播
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98.4%，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
率为98.9%。全年生产电视剧330部14768集，电视动画
片 119895 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 772 部，科教、纪录、
动画和特种影片[50]172部。出版各类报纸394亿份，各类
期刊 27 亿册，图书 86 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51]6.27
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4193个，已开放各类档案
13388万卷（件）。

全年我国运动员在23个运动大项中获得107个世界
冠军，共创 9 项世界纪录。在里约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
共获得 26 枚金牌，奖牌总数 70 枚，位列奥运会金牌榜第
三位，奖牌榜第二位。全年我国残疾人运动员在 17 项国
际赛事中获得 237 个世界冠军。在里约残奥会上，我国
运动员共获得107枚金牌，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

十一、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3万个，其中医院2.9
万个，在医院中有公立医院 1.3 万个，民营医院 1.6 万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3.1 万个，其中乡镇卫生院 3.7 万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5 万个，门诊部（所）21.7 万个，
村卫生室 64.2 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9 万个，其中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3484个，卫生监督所（中心）3138个。年
末卫生技术人员 844 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
师317万人，注册护士350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747
万张，其中医院 575 万张，乡镇卫生院 123 万张。全年总
诊疗人次[52]78.0亿人次，出院人数[53]2.2亿人。

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3.1 万
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 2.8 万个，儿童服务机构 713 个。
社会服务床位[54]716.6 万张，其中养老服务床位 680.0 万
张，儿童服务床位10.0万张。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2.4
万个，社区服务站13.0万个。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55]52 万公顷，比上
年下降 2.9%。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12 万公顷，下降
3.2%；房地产用地[56]11 万公顷，下降 10.3%；基础设施等
用地29万公顷，增长0.2%。

全年水资源总量30150亿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
730 毫米。年末全国监测的 614 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
3409 亿立方米，比上年末蓄水量略有减少。全年总用水
量615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0.8%。其中，生活用水增长
2.7%，工业用水减少0.4%，农业用水增长0.7%，生态补水
增长1.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57]84立方米，比上年
下降 5.6%。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53 立方米，下降
6.0%。人均用水量446立方米，比上年增长0.2%。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679 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面积
381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56.1%。森林抚育面积837
万公顷。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750个，其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446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万平方公
里，新增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1.6万平方公里。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3.6亿吨标准煤，比上
年增长 1.4%。煤炭消费量下降 4.7%，原油消费量增长
5.5%，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8.0%，电力消费量增长 5.0%。
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2.0%，比上年下降2.0个
百分点；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
源消费总量的 19.7%，上升 1.7 个百分点。全国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0%。工业企业吨粗铜综合能耗下
降 9.45%，吨钢综合能耗下降 0.08%，单位烧碱综合能耗
下降 2.08%，吨水泥综合能耗下降 1.81%，每千瓦时火力
发电标准煤耗下降0.97%。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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