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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
者安蓓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7日
发布数据，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大关。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 GDP 达
10276美元，跨上1万美元台阶。

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
实现人均 GDP 过万美元，是人类
发展史上的奇迹。

人均GDP是比较各国经济发
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从2001年我国
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到2019年
跃上1万美元，不到20年时间。

党 的 十 七 大 提 出 ，确 保 到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如今人均 GDP 的
历史性跨越，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经济总量于1986年突破

1万亿元，2000年迈过10万亿元关
口。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近年我国经济接连迈上
10 万亿元级台阶，2016 年超过 70
万亿元，2017年超80万亿元，2018
年超90万亿元。

数据显示，2018 年人均 GDP
过万美元经济体人口约15亿。中国
人均GDP的突破，让全球加入这一
行列人口达近30亿。“这是中国作
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的
贡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中等以
上人口规模国家发展的重要节
点。“跨越这个节点，一国居民的
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市场规模、

创新条件都将迈上新台阶。”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副研究员杨光普说。

我国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总
收入数值相当。按照国际标准，高
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万
美元以上。“我国距离高收入国家
又近了一步。迈过关口，要经济增
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居民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中国宏
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说。

人均 GDP 过万美元，具有重
要历史标志意义，也是发展新起
点。宁吉喆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实
现发展目标需久久为功。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
者朱基钗 孙少龙）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 17 日消息，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通报 2019 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
况。2019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
接受信访举报 329.4 万件次，立
案 61.9 万件，处分 58.7 万人，包
括省部级干部 41 人，厅局级干部
0.4 万人。

通报显示，2019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329.4万
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70.5万件，谈
话函询 37.7 万件次，立案 61.9 万
件，处分58.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50.2 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 41
人，厅局级干部 0.4 万人，县处级
干部 2.4 万人，乡科级干部 8.5 万
人，一般干部9.8万人，农村、企业
等其他人员37.7万人。

根据通报，2019年，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共184.9万人次。其
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帮
助 124.6 万 人 次 ，占 总 人 次 的
67.4%；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46.3
万人次，占25%；运用第三种形态
处理 7.2 万人次，占 3.9%；运用第
四 种 形 态 处 理 6.8 万 人 次 ，占
3.7%。

湟源县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作出《湟源县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源政征补【2019】3
号），决定征收湟源县城关镇北大路 40
号房屋。但该房屋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
屋权利人(罗培兰、陈有江等)未在签约期
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湟
源县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其
房屋实施征收，实行货币补偿或产权调
换。因送达主体无法确定，现采取公告
送达的方式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和《房屋评估表》。请相关房屋权利人在
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城关镇人民

政府拆迁办公室(联系人:张世晟，联系电
话: 13099790909)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书》和《房屋评估表》，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该补偿决定，相关房屋权利人可
自送达之日起 60 内向西宁市人民政府
提出行政复议，或在 6 个月内向湟源县
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复议、诉讼期间不
影响本决定的执行。在本补偿决定规定
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湟源县人民政府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湟源县人民政府
2020年1月18日

湟源县人民政府关于
送达《征收补偿决定书》的公告 2019 年，工行青海分行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充分发挥支持经济

发展主力军的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

一是精准高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年

累计投放贷款290亿元，累计承销地方债85.3

亿元，累计投放市场化债转股资金17亿元，成

功投放国家电投黄河公司60亿元股权融资项

目，融资+投资+承销净增额超过200亿元，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强度、深度不断拓

宽。持续加大对清洁能源、交通等绿色项目

的支持力度，累计支持了17个绿色信贷项目，

发放绿色项目贷款24亿元。

二是深度融入青海绿色发展。与省文

旅厅举办了“大美青海”发布会，通过发行

大美青海主题信用卡、大美青海专属贵金

属产品等，推出首款具有“青海元素”的金

融产品和青海省首款金融品牌，将工银集

团优惠资源全部回馈客户，依托工银品牌

和广泛的对公、个人客户群体，致力打造

“旅游+金融+互联网”线上线下一体化生态

圈，促进区域消费增长，提高了“大美青海”

的全球知名度。

三是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打好精准扶贫攻

坚战。积极尝试“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促成巴彦德勒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养殖扶贫产

业成功落地，积极尝试“产业园区+商业圈+贫

困户”的模式，实施了商业铺面购置产业扶贫

计划，两处定点扶贫村均提前一年实现脱贫

“摘帽”。联合驻青部队，特邀中组部来青博士

团送医下乡，先后在贫困乡村开展2次联合义

诊活动，送医下乡，问诊进家，开创了“金融服

务+健康”的大扶贫格局。

多措并举支持全省经济发展

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400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67
万人。

数据显示，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死亡
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

人口性别比为人口性别比为104104..454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19 年我国出生人口达 1465 万人，是一个很大的出生规
模；虽比上年减少 58 万人，但这一减少规模相较之前年份已经有所下
降。在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孩次比例达59.5%，比例连续几年
提高，说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发挥了成效。

从性别结构看，2019年末，男性人口71527万人，女性人口68478万
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以女性为100）。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周岁
的劳动年龄人口8964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60周岁及以上人口
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
人口的12.6%。

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继续提高。2019年末，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少1239万人；城
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0.6%，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宁吉喆说，国务院已经部署要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开展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将把中国人口的总量、结构和分布等人口“家底”
进一步摸清楚，为制定“十四五”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人口总量或提前见顶人口总量或提前见顶

2019年人口出生率较2018年继续下跌，并创出1952年以来的新低。
但是，1465万人出生人口，距离此前多位学者预期的1000-1100万人，有
明显的提升。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树义指出，2019年出
生率的下降是在预料之中的，而且下跌幅度并不大，比2019年相差还不
到100万人。那么，这一出生率的下跌，会持续吗？

“不一定。目前，人口出生率的下跌与婚龄、育龄的推迟有关，当然现
在很多人的生育观念也在改变，但是由于我国丁克家庭相对还是少数，
我认为未来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生育。因此，尽管目前出生率下跌，但是未
来不排除有反弹的可能。尤其是随着中国人口政策的完善，生育率有可
能会出现一定缓慢的抬升。”

但是，出生率已经不可能快速提升，并上升到很高的水平。

人口红利终结了吗人口红利终结了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跌。16至59周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9年较2018年下跌了89万人。

崔树义认为，对此并不需要过度恐慌，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没有终结。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下跌已经持续数年，从各国的历史情况看，这

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减少，但是从劳动年
龄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还是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我国劳动力总量的
供应还是比较充分的，可以支撑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不必过于渲
染的用工荒、人口红利结束之类的，应该说现在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完全
结束。”

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2019年这一
比重为64.0%。

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跌相反，我国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
数据显示，2018 年，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
2019年，这一数据上升为：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总人口

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人，占总人口的12.6%。
“中国在快速老龄化，2019年65岁人口是以接近1个百分点的数量

在上升，而且这一数据还可能加快。”
崔树义举例说，1963年，我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人，这一年出生

的人口将在2023年集体进入60岁，老龄化速度将再度加快。
“为此，国家也推出一系列政策，比如健康老龄化战略的提出，激励终身职

业技能培训等等，这些都是在进行应对老龄化的准备工作。”本报综合消息

重磅！中国大陆人口突破14亿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
陈炜伟 安蓓）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
数据，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9908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 6.1%，符合 6%至
6.5%的预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
同比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
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面对国
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
面，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
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较
好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

从生产来看，粮食产量创历史

新高，牛羊禽蛋奶实现增长。工业方
面，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5.7%，高技术制造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
增长8.8%和8.4%。服务业方面，全
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
6.9%，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全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411649 亿元，比上年
增长8%，网上零售占比明显提高。
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551478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5.4%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7.3%。对外贸易逆势增长。全年货
物进出口总额 315446 亿元，比上
年增长3.4%，其中出口增长5%。

就业形势也保持稳定。统计

显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52 万
人，连续 7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
上。2019 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保持在 5.0%至 5.3%之间，实
现了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

“总的来看，2019年国民经济
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世
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和
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
依然较大。”宁吉喆说，下阶段，要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