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报告
罗泯
当前江北区已进入了加快推进全面小康进程的关键时
期，为科学地反映我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状和进程，顺
利实现 2020 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根据《重庆
市区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分别从经济
发展、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五个板块
26 项指标对 2013 年全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进行了统计
监测。监测结果显示，2013 年全区紧紧围绕“稳中求进”的总
基调和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成功驾驭了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产业结构逐渐优化，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得到稳步推进，成效显著，进展良好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评价
（一）从总体水平看，实现进程稳步推进
从 2013 年全面小康监测结果来看，江北区实现程度达
到 91.65%，比上年同期提高 1.21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4.61 个百分点，
在主城九区以及全市的排名均为第 2 位，
仅仅低于渝中区 0.03 个百分点。从区域五大功能区比较来
看，我区 2013 年全面小康实现程度高于都市功能核心区平
均水平 1.35 个百分点，高于都市功能拓展区 2.63 个百分点，
在都市功能核心区排名第 2，在都市功能拓展区排名第 1。

表 1： 2013 年主城九区全面小康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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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五大监测板块看，各板块发展不均匀
综合五大监测板块方面的监测结果来看，实现程度超过
95%的有 1 个，即文化建设板块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
95.24%；实现程度在 90%-95%之间的有 3 个，依次为资源环
境 94.45%，人民生活 91.94%，经济发展 91.52%；实现程度
低于 90%的有 1 个，即民主法治 78.07%。
从同比情况来看，除资源环境得分外（比上年同期下降
0.46 个百分点），其余四个板块得分均比上年同期有不同程
度的上升。其中民主法治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发展最快，比
2012 年提高了 5.26 个百分点；其次是经济发展全面小康实
现程度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2.63 个百分点；第三是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比 2012 年提高了 0.63 个百

分点；第四是文化建设方面全面小康实现程度比上年同期提
高了 0.15 个百分点。从五大监测板块结果可知：江北区文化
建设方面即将达到小康目标，民主法治建设尽管是全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但是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资源环境等其他各项事业继续向全面小康社会稳步推
进。
图 1： 2010-2013 年 5 大监测板块得分（%）

从主城九区的排名来看，文化建设全面小康监测得分居
主城九区第 2 位，低于大渡口区 4.76 个百分点（大渡口区文
化建设已经达到全面小康）；人民生活全面小康监测得分居
主城九区第 3 位，分别低于渝中区和北碚区 2.26 和 0.43 个
百分点；资源环境全面小康监测得分居主城九区第 3 位，分
别低于南岸区和渝北区 4.04 和 3.68 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全
面小康监测得分居主城九区第 4 位，分别低于渝中区、南岸
区、渝北区 1.65、0.61、0.55 个百分点；民主发展建设全面

小康监测得分居主城九区第 4 位，分别低于大渡口区、沙坪
坝区、南岸区 1.29、1.18、0.99 个百分点。
（三）从 26 项二级监测指标看，各指标差异明显且有 4
个指标实现程度不足 80%
已经率先全面实现小康（实现程度 100%）的指标有 18
项，占 69.2%，这些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指标是：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城镇人
口比重、城镇失业率、每万人拥有律师数、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每万人口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
积、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公共交通服务指数、每千人拥
有执业医师数、初中、小学阶段学生入学率、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2010
年不变价）、城镇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其中规上
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每万人口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
施建筑面积是 2013 年新晋升全面小康指标。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在 80%到 100%之间的指标有 4 个，
占 15.4%，这些指标是：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基本社会
保险覆盖率、单位 GDP 能耗（2010 年不变价）
、环境质量指
数。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在 60%到 80%之间的指标有 4 个，占
15.4%，这些指标分别是：人均 GDP（2010 年不变价）、社

会安全指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2010 年不变价）
、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

图 2 26 项监测指标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布
二、江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特点
从近年监测情况看，江北区在全面小康建成中取得了很
大的进步，近七成指标提前达标，部分指标发展很快，成为
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监测的亮点。
（一）经济发展继续平稳运行，转型升级见成效
2013 年，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国内经济速度放缓，国
际需求不旺，国内内需动力不足的宏观大背景下，江北区在
区委、区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区党代会精神，
以“1595”总体发展思路为统领，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沉心静气，攻坚克难，开拓进取，江北区总体实现了平稳发
展，部分指标位居前列。
得益于全区经济的平稳运行，2013 年江北区人均 GDP

（2010 年不变价）达到 62030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3178
元，增长幅度为 5.4%,比全面小康目标值低 33886 元（新指
标体系将人均 GDP 全面小康目标值调整为比 2010 年翻一
番）
，人均 GDP（2010 年不变价）全面小康监测实现程度为
64.67%，比 2011 年提高 3.31 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99.7%，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99.77%，二三产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达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标准（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大于等于 90%）
。此外，城镇人口
比重达到 94.95%，城镇失业率降低至 1.68%，二者均已达到
全面小康标准。
（二）文化建设突飞猛进，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最快
文化建设有实质性的改善，走在全面小康的前列，是 5
组指标中实现程度最高的。2013 年，江北区积极整合利用历
史文化遗产、重点文化设施及文化产业项目资源，助推江北
文化产业全面升级发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12%，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达到 94.83%，每万人口拥有“三
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到 708.59 平方米，这三个
指标均已达全面小康社会要求。
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为 104.3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58 元，下降幅度为 4.2%，全面小康监测得分为 86.91%，
比上年同期减少 3.81 个百分点。与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相比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大于等于 120 元）相差 15.7 元，已开始

逐渐接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三）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
人民生活方面是全面小康监测的一大侧重点，包括 11
个指标。2013 年江北区全面小康监测中有 8 项指标已达到全
面小康标准：恩格尔系数 38.78%，城乡居民收入比 2.04，城
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31.01，公共交通服务指数达到
100%，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 2.83 人，初中、小学阶段学
生入学率达到 100%，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7.19%，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99.82%。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2010 年不变价）为 23868.55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579.14 元，增长幅度为 7.08%，全面小康
实现程度为 65.5%，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4.33 个百分点。基本
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 89.09%，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0.14 个百
分点，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 93.78%，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0.15
个百分点。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45.88%，与上年同期持平，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 61.17%。
综上可知，人民生活方面多数指标率先实现了全面小
康，同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也是当前
我区人民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
（四）生态环境更加优化，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2013 年江北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2010 年不变
价）委 17.99 公顷/亿元，与去年同期持平；城镇生活垃圾、

污水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6.7%，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0.4 个百
分点。上述两项指标均已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与此同时，2013 年江北区单位 GDP 能耗（2010 年不变
价）委 0.71 吨标准煤/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0.04 吨标准煤/
万元，与全面小康要求相比（小于等于 0.6 吨标准煤/万元）
相差 0.11 吨标准煤/万元，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 85.02%，比
上年同期增加了 4.54 个百分点。环境质量指数 93.11%，比
上年同期下降 5.19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为
83.56%，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6.8 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为
18.9%，比上年同期下降 12.8 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为 45.2%，比上年同期下降 1.7 个百分点，地表水达标
率为 100%，与上年同期持平。
综上所述，江北区资源环境方面全面小康实现总体程度
较为理想，按照目前发展趋势，短期内基本能实现全面小康。
三、江北区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中的难点
尽管江北区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
步，部分指标提前达到了目标，但是部分指标离全面小康社
会建设标准还有一些差距。当前，找出差距，“抓重点、难点”
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法治建设需提档加速，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低
于 80%
从监测结果来看，2013 年江北区民主法治建设步伐仍需

提档加速，法治社会建设需进一步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建设
由于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和社会安全指数组成。2013 年我区每
万人拥有律师数为 13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82 人，率先
达到了全面小康。社会安全指数为 69.3%，比上年同期增加
了 7.36 个百分点。其中，刑事犯罪人数（被告人判决生效人
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83 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上年同
期增加 1 人，火灾事故死亡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 人，工
矿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5 人。
（二）人均 GDP 与城乡居民收入基数较大，实现翻番
的全面小康目标难度较大
近几年，全区人均 GDP 与城乡居民收入虽然有一定的
增长，但由于目前基数较大，要实现不变价比 2010 年翻一
番的全面小康目标难度较大。从监测结果来看，2013 年江北
区人均 GDP（2010 年不变价）为 62030 元，比全面小康目
标低 33886 元，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仅为 64.67%；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为 23868.55 元，比全面小康目标低 12625.55 元，全
面小康实现程度仅为 65.4%。加之近年来我区经济发展逐渐
趋缓，进入经济发展调整期，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人均
GDP 与城乡居民收入全面小康程度的实现任重道远。
（三）在 26 项指标中有 3 项出现同比下滑迹象，亟待
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监测结果显示，在 26 项指标中有 3 项出现同比下滑的

迹象，分别是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和环境质量指数，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别低于上年同期 3.81、
0.15 和 5.19 个百分点，其中环境质量指数下滑幅度较大，亟
待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议

为加快江北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在人与自然、经
济与社会、环境与发展、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之间全面协调
发展，确保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平台建设，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首先，继续夯实工业发展新基础。以港城、两江鱼复工
业园“两大千亿级园区”为重点，加快布局汽车、电子信息、
轨道交通等高端产业，全力助推全市重要产业集群建设，由
汽车产业一枝独秀到汽车、电子电器、轨道交通等产业集群
多元支撑。同时，积极为工业企业做好服务，协助解决用工
难、融资难和能源紧缺等问题；其次，腾笼换鸟，进一步拓
展商贸载体，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依托“业态优化、
扩容拓展、交通改善、景观靓丽、智慧商圈”五大升级工程，
将观音桥商圈打造成为集商业商务、总部金融、文化旅游等
于一体，风格现代、风貌美观、地标性建筑集中的现代商都，
大力引进和发展顶级商务、新兴金融、国际总部、创意研发
等产业；第三，壮大金融物流，凝聚现代产业新优势。一方
面推进以江北嘴 CBD 为核心的重庆金融中心建设，打造重

庆乃至西部的财富高地，力争到 2016 年，汇聚全市 80%以
上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江北；另一方面依“一区两园”
（
“一
区”是指寸滩保税港区，“两园”是果园港物流园和港城物
流园）为核心，全力推进重庆物流中心建设。
（二）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
要坚持把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在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和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
快涉及民生问题的制度建设，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解决
居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加强社区治安监控和打击力度，保证
江北万人刑事犯罪率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另外还要规范
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生产安全监管等措施来减少生产环节的
不安全因素，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三）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创建美
化生态环境
美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人
民幸福健康生活的保证。江北区要利用重庆市创建全国环保
模范城市契机，继续关停一些高污染企业和养殖户、搬迁一
些高能耗企业，通过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节能降耗，通过学校、
公共场合等宣传教育培养全社会节约能源意识，加大环境保
护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加强区域
次级河流水质监测，加强空气污染治理，保护好现有的铁山

坪、五宝镇生态功能区，逐步提高国土绿化率；结合产业结
构调整，逐步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减少污染物排
放总量，推行清洁生产，把污染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控制；
增强环境安全意识，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提高环境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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