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区上下在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亚运
筹备为总牵引，以打造“重要窗口”示范
样板为目标，坚持“两手硬、两战赢”，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新成绩。

一、综合
（一）经济增长。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1828.47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57.87亿元，第二产业增
加值 693.38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077.22亿元，分别增长-5.5%、-2.6%
和 4.8%。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3.2：
37.9：58.9（201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
为3.1:41.8:55.1）。全区户籍人口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15.23万元（按年平均汇
率折算为2.21万美元）。

数字经济持续引领。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106.95亿元，增长20.5%，占
GDP的5.8%。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营业收入511.87亿元，增长31.6%，
其中物联网、信息软件和数字内容分别
增长47.7％、45.6%和38.9%。

（二）财政收支。
全年财政总收入461.03亿元，增长

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0.03亿元，
增长12.1%，其中税收收入277.05亿元，
增长 13.4%，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92.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65 亿
元，增长0.1%，其中民生支出202.02亿
元，下降6.6%，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3.3%，比上年下降5.3个百分点。

（三）市场价格。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2%。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呈
现四涨一平三跌格局：其中食品烟酒类
价格上涨9.0%，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
1.8%，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0.6%；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跌3.3%，居
住类价格下跌1.6%，生活用品及服务类
价格下跌0.3%；衣着类价格与上年持
平。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1.6%；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为104.2%。

（四）人口就业。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121.2万人，人

口出生率为 9.76‰，人口死亡率为
5.88‰，自然增长率为3.88‰。全年新
增城镇就业人员6.78万人，帮扶1.36万
名就业困难人员、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再
就业。

二、农业和农村
全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0.03 亿

元，下降4.9%。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4.57 亿

元，其中农业59.63 亿元、林业 2.01 亿
元、渔业9.84亿元，按可比价分别增长
4.2%、76.1%和7.4%；农林牧渔专业及
辅助性活动6.13亿元，增长10.5%；牧业
16.97亿元，下降16.2%。

全年粮食总产量 1.40 亿斤，蔬菜

产量94.23万吨，园林水果产量1.65万
吨，水产品产量 3.62 万吨，肉类产量
2.53万吨。

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完成40个
提升村创建。楼塔镇获评省级旅游风情
小镇，河上镇、衙前镇成功创建省4A级
景区镇。 萧山萝卜干获得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立项实施省市区各
级农业产业项目123个，实现农业投资
4.1亿元。培育壮大农村电商、新零售等
新型业态，全年农产品线上销售8.73亿
元。 精准做好对口帮扶，助力从江、利
川脱贫摘帽。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增加值618.16亿元，下降

2.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99.53
亿元，下降3.5%。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
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分别为290.85亿元、110.44亿元
和196.93亿元，分别增长0.8%、-2.2%
和 7.5%，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58.2%、22.1%和 39.4%。出口交货值
321.16亿元，下降12.6%，新产品产值率
32.9%，工业产品产销率97.9%。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1.57亿元，下降
20.9%。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22.8万元/人，下降0.1%；规模以上工业
单位增加值能耗上升2.8%。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75.47亿元，增
长2.5％。

四、交通运输和邮电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值97.37亿元，增长3.4%。
年末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1993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0公里。
至年末萧山国际机场开通航线336

条，其中国际航线69条。民航客运量达
1414万人次，下降30.8%；民航货物量
46万吨，增长11.9%。

年末社会机动车保有量 57.58 万
辆，增长3.2%，其中客车保有量42.06万
辆，增长4.4%。

全年实现快递业务收入 87.59 亿
元，增长77.3%；快递业务量10.08亿件，
增长47.7%。

五、金融
全年金融业增加值195.29亿元，增

长6.9%。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5531.34 亿元，增长 13.6%；贷款余额
5096.74亿元，增长15.1%。

累计培育上市（挂牌）公司72家，其
中，境内上市16家、沪深主板8家、中小
板上市公司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3家
和科创板上市公司1家。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一）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8%，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0.8%，交通投资
增长 24.5%；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3.1%。从产业投向看，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10.5%，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0.5%;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2.9%。

（二）房地产开发。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734.53亿元，

增长9.0%。年末房屋施工面积2573.5
万平方米，增长13%；新开工面积561.4
万平方米，增长25.2%；竣工面积459.09
万平方米，增长1.9%。商品房销售面积
336.77万平方米，增长24.3%。

七、国内贸易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90.17

亿元，下降1.8%；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30.12亿元，下降6.7%。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19.97
亿元，下降6.7%。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290.40亿元，下降17.2%，其中
汽车类111.65亿元，下降6.4%；日用品
类42.66亿元，下降47%；服装、鞋帽和
针纺织品类21.65亿元，下降33%；石油
及制品类19.94亿元，下降11.4%。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贸易商品销售额3723.49
亿元，下降 4.8%，其中批发业销售额
3409.73亿元，下降4.2%。2020年网络
零售额1605.96亿元，增长21.8%。

八、对外经济
（一）对外贸易。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789.06亿元，

下降5.9%，其中出口609.02亿元，下降
4.8%，进口180.04亿元，下降9.3%。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16.46亿元，增长8.9%，
汽车配件出口25.29亿元，下降12.5%，
新能源出口13.75亿元，增长3.7%。

（二）利用外资。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8.42亿美元，增

长0.8%；其中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3.10
亿美元，增长167.1%。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一）人民生活。
根据抽样调查，全年全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64482元，增长4.7%。按常
住地分，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73116元和43847元，分别增长
3.4%和6.6%。

全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9894元，
下降3.5%。按常住地分，城镇、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43155 元和
32102元，分别下降4.6%和1.8%。

年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53.5平方米，增长1.5%；每百户居民家
庭拥有家用汽车93.2辆，增长5.0%；空
调302.4台，下降0.5%。农村居民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78.0平方米，增长1.6%；
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77.7辆，
增长1.3%；空调327.3台，增长0.8%。

（二）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人 数 71.59 万 人 ，比 2015 年 增 长
20.1% ; 2020 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63.58万人，比 2015年增长41.7%。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99%。城乡低
保标准1041元，精准保障全区1.6万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全年安置房开工244.88万平方米，
竣工106万平方米，回迁安置3436户。
实施117幢、26.77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
造，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76台。改造
农村困难家庭Ｃ、Ｄ级危房237户。

（三）社会福利。
年末全区拥有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466个。拥有各类福利院、
敬老院 42 所，床位 5592 张，收养 36
人。儿童福利机构1个，床位200张。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一）科学技术。
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

权量分别为3084件和611件，同比增长
21.5%和28.9%。新认定省级以上科技
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8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380家，有效期内累计高新技
术企业1023家。主导制（修）订国家标
准4项、行业标准5项，获评省政府质量
奖企业1家。

2019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为2.95%，较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技支出
14.56亿元，增长46.1%。

（二）教育。
年末，全区共有小学82所，在校学

生10.39万人；初中46所，在校学生3.85
万人；普通高中12所，在校学生2.03万
人。学前三年幼儿园净入园率为
99.5%，初中毕业生升入各类高中比例
为99.91%。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一）文化旅游。
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45.3亿元，增

长1.6%。“文化管家”服务模式被省市推
广，全年新建10家永兴书房。实现农村
文化礼堂行政村基本全覆盖，完成3400
余场文化活动进文化礼堂。年末图书馆
藏书293.02万册(件)。

全年旅游休闲产业增加值94.2亿
元，增长0.8%。2020年萧山区旅游总收
入334.84亿元，上升0.32%；旅游总人数
2333.25万人次，下降7.34%。年末各类
旅行社66家。星级宾馆8家，其中五星
级4家。A级景区9个，其中4A级5个。

（二）卫生健康。
年末拥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892个，

其中医院59个，比上年末分别增长5.2%
和3.5%。各类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6243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6118人，注册护
士 6846 人，分别增长 8.1%、10.7%和
7.6%。拥有床位11141张，其中医院床位
10731张，分别增长6.5%和6.2%。

（三）体育。
全年建成全民健身工程231个。举

办全国围棋锦标赛、省第九届运动休闲
旅游节等各类赛事活动168场次，全民
迎亚运氛围日益浓厚。

十二、城市建设
年末，全区建成区面积120.73平方

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9.6%。

亚运三馆通过五方验收，亚运村
全面结顶，无障碍环境设施体系基本
建立。铁路杭州南站开通运行，地铁5
号线、1号线三期、6号线一期和7号线
首通段开通。基本完成金城路改造提
升，打通山阴路等一批断头路。绕城
高速西复线萧山段、红十五线改建、03
省道河上至楼塔段等15个项目建成使
用。美丽公路二期建设全面展开，“四
好农村路”完成 250 公里。公交线路
新辟6条、优化27条。卓尚环保二期
等三个垃圾末端处理场完成验收并投
入使用。

深化“城市大脑·萧山平台”建设，迭
代更新3.0版数字驾驶舱，全面打通基层
数字治理“最后一公里”。民生直达、便
捷停车、智慧农贸等逐步推广，数字化智
慧城市应用场景已见雏形，瓜沥七彩社
区等未来社区建设加快推进。市容AI
系统不断完善，工程车大数据研判系统
获评省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数字治理优秀
成果奖。完善应用垃圾分类智能监管平
台，荣获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优秀县
（市、区）。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191.89亿千瓦
时，下降1.3%，其中工业用电129.10亿
千瓦时，下降4.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22.35亿千瓦时，增长7.2%。

全年新建停车泊位11795个，其中
公共停车泊位1304个（不含临时泊位）。

十三、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配合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验收工作。获评浙江省基本无违建
区。瓜沥、临浦、楼塔获美丽城镇省级
样板。推进“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
貌大提升”专项行动，启动城郊结合部
两年环境整治工作，实施建筑工地标
准化三十条。开展“蓝天集结号”扬尘
防控攻坚行动，完成69家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10个镇街（平
台）以全优成绩通过市级“污水零直
排”验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获省
级考核优秀。

全年空气优良天数324天，优良率
89.5%。全区 PM2.5 平均浓度 0.034 毫
克/立方米，下降20.8%。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综合治理第二
轮三年行动及交通安全百日攻坚，各类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3.7％
和 24.1％。成功创建省“无欠薪”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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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注释：
1.本公报所列各项数据为年度

初步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原
因，存在分项与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
增加值绝对数按现行价格计算，增
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三次产业
划分执行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
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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