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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单  位 2014年 2015年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10724 10849 

年末从业人数 万人 6183.23 6219.31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67809.85 72812.5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63469 6750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25928.09 30031.2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28471.15 31517.56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15020.92 15130.59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3967.28 4335.79

港口货物吞吐量 万吨 165455 171109 

邮电业务总量（2000年不变价） 亿元 3394.39 4397.09 

海关进口总值 亿美元 4304.97 3793.28 

海关出口总值 亿美元 6460.87 6434.68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亿美元 268.71 268.75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8065.08 9366.78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9152.64 12827.8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 =100） % 102.3 101.5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 =100） % 101.4 99.6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元 59481 65788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32148.11 34757.16

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纯收入 元 12245.56 13360.44

在校学生数

  普通高等学校 万人 179.42 185.64 

  中等学校 万人 781.25 736.79 

  小  学 万人 831.91 868.88 

医院及卫生院床位 万张 37.26 40.07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57.57 61.16

  # 医  生 万人 21.07 22.27 

附 1   广东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201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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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单  位 2014年 2015年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136782 137462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35910.2 676707.8

全部工业增加值 亿元 228122.9 228974.3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305809.7 341566.9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46612.3 4935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102226.1 107056.4

粮食产量 万吨 60702.6 62143.9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57944.6 58105.8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501264.9 551590.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271896.1 300930.8

外贸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43015.3 39569.0

外贸出口总额 亿美元 23422.9 22749.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75876.58 82982.66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上年 =100) % 102.0 101.4 

城镇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8844 31195 

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10489 11422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万人 2547.7 2652.3

附 2 全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2014-2015 年）

注：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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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单  位 2014年 2015年

本地生产总值                
  按 2013 年环比物量计算①     

    本地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 2.6 2.4
    本地生产总值 亿港元 21946 22464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港元 303047 307483

  按当年价格计算            
    本地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 5.6 6.4
    本地生产总值 亿港元 22582 24025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港元 311836 328854

人口及生命统计              
  年中人口 万人 724.2 730.6
  粗出生率 ‰ 8.6 8.2
  粗死亡率 ‰ 6.2 6.3 

劳动、就业                  
  劳动人口  万人 387.6 391
  失业率   % 3.3 3.3
  实际工资指数 (1992年 9月 =100) 115.7 117.3

政府收支、货币、金融
  政府收入总额②         亿港元 4787 4575
  政府支出总额②          亿港元 3962 4270
  货币供应量M3              亿港元 110489 116550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 =100)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120.2 123.8

工业生产                    
  工业生产指数③ (2008年 =100) 94.6 93.2 
  工业电力消费量 万亿焦耳 11281 11436
  工业煤气消费量 万亿焦耳 1673 1649
运输、旅游                  

  进出香港货运车辆 万辆 722.46 695.93
  集装箱吞吐量④          万标准集装箱 2223 2007
  访港旅客⑤ 万人次 6084 5931
  酒店入住率 % 90 86
对外商品贸易                

  港产品出口 亿港元 553 469
  转口 亿港元 36175 35584
  进口  亿港元 42190 40464

教育                        
  小学学生人数   人 329300 337558
  中学学生人数 人 374797 354135

附 3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014-2015 年）

注：本表数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提供，国家统计局整理编辑。1996年及以前年份数据均指原香港地区。
    ① 以环比物量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的参照年为 2013 年。
    ②财政年度数字。指当年 4月 1日至第二年 3月 31 日。 
    ③自 2005 年统计年度开始，所有工业生产指数均按《香港标准行业分类 2.0 版》编制。
    ④ 1998 年起，采用一系列新的集装箱吞吐量数字，与 1998 年以前的数字不可比。
    ⑤ 1996 年及以后的数字包括澳门访港的非澳门居民旅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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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014-2015 年）

指           标  单  位 2014年 2015年

本地生产总值①              
  以 2013 年环比物量计算       
    本地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支出法 )   % -0.9 -20.3 
    本地生产总值 亿澳门元 4083.3 3252.4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万澳门元 65.7 50.7 
  按当年价格计算            
    本地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 (支出法 )   % 7.7 -16.9
    本地生产总值 亿澳门元 4434.7 3687.3
    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万澳门元 71.3 57.5

人口及生命统计              
  年中人口 万人 62.2 64.3
  出生率 ‰ 11.8 11
  死亡率 ‰ 3.1 3.1

劳动、就业②                
  劳动人口 万人 39.5 40.4
  失业率 % 1.7 1.8

对外贸易                    
  出口 亿澳门元 99.1 106.9 
  本地产品出口 亿澳门元 20.2 18.2 
  再出口 亿澳门元 78.9 88.7 
  进口 亿澳门元 899.5 846.6 

工业生产                    
  工业电力消耗量 亿千瓦小时 1.6 1.7 

运输、旅游                  
  进出澳门货运车辆数目③ 万辆 35.7 38.5 
  访澳旅客④ 万人次 3152.6 3071.5
  酒店入住率 % 86 81

政府收支、货币、金融
  政府总收入①              亿澳门元 1618.6 1097.8
  政府总开支①              亿澳门元 670.8 804.8
  货币供应 (广义货币供应量M2) 亿澳门元 4874.7 4728.3

消费价格指数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9 月 =100)
  综合消费价格指数           101.1 105.7 

教育                        
  小学生                 人 24252 26436 
  中学生                  人 30088 28745 
  高等教育学生            人 30771 31970 

注：本表数据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提供,国家统计局整理编辑。1998年及以前数据均指原澳门地区。     
    ①数字在日后得到更多资料时会作出修订。
    ②自 2009 年起，劳动人口的年龄下限由 14 岁调升至 16 岁。
    ③自 2000 年开始包括进出关闸及路 (氹 )城边检站的数字。而自 2007 年开始亦包括进出跨境工业区边检站的
      数字。
    ④自 2008 年开始，访澳旅客不包括外地雇员及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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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中国台湾省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014-2015 年）

指           标  单  位 2014年 2015年

国民经济核算                
  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新台币亿元 165668 172092
  本地生产总值   新台币亿元 160974 167062
  经济增长率             % 3.7 3.8

    农业                    % 3.5
    工业                    % 5.6
    服务业                  % 2.4

  产业结构               
    农业                    % 1.9
    工业                    % 34.1
    服务业                  % 64.1

  人均本地居民生产总值       
    新台币元                710407

    美元                    23390
人口                        

  户籍登记人口数①     万人 2343 2349
  人口自然增加率        ‰ 1.98 2.49
  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647 649

劳动、就业                  
  劳动力人口           万人 1154 1164
  失业率                % 4.0 3.8

工业                        
  受雇者劳动生产力指数 (2011年＝ 100)       103.1
  工业生产指数  (2011年＝ 100) 106.8 98.3
  工业生产总值   新台币亿元 155480

对外贸易                    
  贸易额            

    出口                    亿美元 3137 2805
    进口                    亿美元 2740 2289

运输、旅游                  
  航空                 

    省内                    万人 1056 980
    省外                    万人 3310 3616

  高速公路通行车辆数  万辆次 518435 548998
  每百人机动车辆数①     辆 90.9 91.1
  港埠货物装卸量   万收费吨 74861 72139
  观光             

    出岛旅客                万人次 1184 1318 
    来台湾旅客              万人次 991 1044 

财政、金融                  
  赋税实征净额②  新台币亿元 19761 21348
  货币供应量M2① 新台币亿元 376968 398819

    年增长率              % 6.1 5.8
  存款①       新台币亿元 371339 393558

物价年增率 (2006 年 =100)  
  批发                      % -0.57 -8.84 
  消费者                    % 1.20 -0.31 

注：①年底数。
    ②为年度资料 ,如 2000 年度指 1999 年下半年及 2000 年度。
    ③从 2013 年 12 月 30 日起，国道高速公路由计次收费改为计程电子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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