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报告
喻安然
2013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按照“稳中求进、进而求质”的总基调，以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推进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稳增长、调结构、促
改革、惠民生，实现了经济平稳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社会
和谐稳定，全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进一步提高，全面小
康实现程度 88.46%，居城市发展新区第 2 名。
一、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稳步提升
2013 年，永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88.46%，比
去年提升 2.88 个百分点。
（一）五大版块均比上年提升
五大版块均比上年提升，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民主法
制提升较快，人民生活、民主法制保持平稳。
表 1：2010—2013 年永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结果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77.87

84.70

85.58

88.46

一、经济发展

82.84

87.57

87.62

93.29

二、民主法制

61.98

64.51

71.62

75.50

三、文化建设

71.07

76.65

73.79

73.90

四、人民生活

77.02

86.45

88.64

89.89

五、资源环境

83.49

89.86

88.76

92.72

1.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小康实现程度最高
经济发展小康实现程度达 93.29%，比上年提高 5.67 个
百分点。经济发展版块的 5 个指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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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率等 4 个指标的实现程度均达到 100%，人均 GDP（2010
年不变价）实现程度 72.06%。
2.环境质量更好，资源可持续性加强
资源环境实现程度 92.72%，比上年提高 3.96 个百分点。
资源环境共 4 个指标，涉及环境质量的 2 个指标中：城镇生
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率实现程度达到 100%，比上年提
高 9.99 个百分点，环境质量指数实现程度达到 99.01%，比
上年提高 0.19 个百分点；涉及资源的 2 个指标中：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实现程度 91.61%，与上年持平，单位 GDP
能耗实现程度 78.71%，比上年提高 6.63 个百分点。
3.律师大量增加，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快
民主法制实现程度 75.5%，比上年提高 3.88 个百分点。
民主法制共 2 个指标，每万人拥有律师数的实现程度 58.05%，
比上年提高 21.25 个百分点，
社会安全指标实现程度 82.49%，
比上年回落 3.06 个百分点。
4.民生持续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人民生活实现程度 89.89%，比上年提高 1.25 个百分点。
人民生活共 11 个指标，其中：实现程度达 100%的指标共 6
个，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城乡居民家庭

人均住房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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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加 1 个指标；实现程度
在 90%以上的指标共 2 个，分别是：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
（90.22%）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90.18%）
；实现程度小于
80%的指标共 3 个，分别是：公共交通服务指数（73.49%）
，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 69.39% ）， 农 村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62.76%）
。
5.文化建设保持平稳，实现程度仍然较低
文化建设实现程度 73.9%，比上年提高 0.11 个百分点，
是 5 大版块中实现程度最低、增速最慢的版块。文化建设共
3 个指标，其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实现程度
78.92%，比上年回落 5.25 个百分点，每万人拥有“三馆一站”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实现程度 62.69%，比上年提高 1.53
个百分点，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实现程度 62.68%，比上年
提高 1.25 个百分点。
（二）近半指标实现度达到 100%
26 个监测指标中，实现程度达 100%的指标有 12 个。分
别是：①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②城镇失业率、③城乡居民
收入比、④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⑤初中小学阶段学
生入学率、⑥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⑧城镇人口比重、⑨规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⑩恩格尔系
数、○
11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12 城镇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
处理率。
其中：
前 7 项指标从 2010 年以来，
每年均达到 100%。

二、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位于全市和城市
发展新区前列
（一）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一直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十二五”以来，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一直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013 年，永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
度居全市第 10 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42 个百分点。
1.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的实现程度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五大板块中，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一直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2013 年，经济发展的实现程度高于全市 7.44 个百分点，
资源环境的实现程度高于全市 3.26 个百分点。人民生活的实
现程度 2011 年首次超越全市平均水平，2013 年，高于全市
0.39 个百分点。
2.民主法制与全市平均水平的差距在收窄
民主法制的实现程度与全市平均水平的差距由 2010 年
的 21.32 个百分点，减少到 14.18 个百分点，收窄 7.14 个百
分点。
（二）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在城市发展新
区中位居前列
“十二五”以来，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一直
高于城市发展新区平均水平。2013 年，永川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程度高于城市发展新区平均水平 3.4 个百分点，居

城市发展新区第 2 名，比第 1 名（涪陵区）仅低 1.44 个百分
点。
1.经济发展、民主法制、文化建设、资源环境的实现程
度均高于城市发展新区平均水平
2013 年，永川经济发展的实现程度比城市发展新区平均
水平高 4.41 个百分点，居城市发展新区第 2 位，仅比第 1 位
（涪陵区）少 0.6 个百分点；民主法制的实现程度比城市发
展新区平均水平高 4.63 个百分点，居城市发展新区第 2 位，
比第 1 位（涪陵区）少 8.05 个百分点；文化建设的实现程度
比城市发展新区平均水平高 2.98 个百分点，居城市发展新区
第 5 位，比第 1 位（大足区）少 11.43 个百分点；资源环境
的实现程度比城市发展新区平均水平高 10.03 个百分点，居
城市发展新区第 1 位。
2.人民生活实现程度略低于城市发展新区平均水平
2013 年，永川人民生活的实现程度比城市发展新区平均
水平低 0.16 个百分点，居城市发展新区第 9 位，比第 1 位少
3.53 个百分点。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建设是永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2013 年永川文化建设的实现程度 73.90%，是永川五个
版块中实现度最低的一块，比全市平均水平低 4.92 个百分
点，与全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比上年扩大 0.91 个百分点，
比 2010 年扩大 3.79 个百分点。

（二）指标反弹、回落情况应引起重视
14 个实现程度未达到 100%的指标中，
有 1 个指标与 2012
年持平，有 4 个指标比 2012 年回落。持平指标是“单位 GDP
建设用地占用（2010 年不变价）
，但比 2011 年回落 1.74 个
百分点；回落指标是：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社会安全指
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公共交通服务指数，分
别比 2012 年回落 1.5、3.06、5.25、10.2 个百分点。
（三）5 个指标实现程度低于 70%，严重影响永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26 个全面小康监测指标中，有 5 个指标实现程度低于
70%，分别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2010 年不变价）69.39%、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62.76%、每成人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
化设施建筑面积 62.69%、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 62.68%、
每成人拥有律师数 58.05%。此 5 项指标的发展速度对永川能
否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全区联动，共建小康
永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位居城市发展新区前
列，但短板仍在，要在 2017 年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2015-2017 年是关键时期，必须针对小康建成中的薄弱环节，
统筹兼顾、攻艰克难。
（一）加快发展，提振经济
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建成的基础。永川要围绕“重庆大都
市重要组团、城市发展新区重要节点”的功能定位，坚持“工

业强区、产业兴城”不动摇，全力做好“园区”和“城区”两篇文
章，加快培育 100 亿级工业集群，扎实推进“商贸物流主题年”
建设，做大永川经济总量。
（二）以法治区，维护稳定
社会和谐稳定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
证。一是认真落实贯彻《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区的意见》
（永川委发﹝2014﹞18 号）文件精神，坚持“依
法治区”，进一步推进永川法治建设，营造依法行政、依法办
事的良好法治环境；二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工作，推进
网络化、网格化管理，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基层派出所
和社区警务室建设，依法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三是抓
好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
发生。
（三）加大文化投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园区为中
心，扶持现有文化企业，引进新的文化项目，促进永川文化
产业发展；加大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切实推动永川
“三馆一站”建设，加快推进 40 个行政村光纤和 20 个镇街（场
镇）4G 通信网络全覆盖项目、流动文化服务进村项目和广
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
（作者单位：永川区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