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州上下坚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和省州各项决策
部署，切实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始终保持专注发展
转型发展定力，坚持科学的工作策略
和方法，准确研判大势、牢牢把握大
局，扎实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
州经济持续加快发展，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实现了“快于上年同期、好于年初
预期、高于全省水平”的优异成绩，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趋
快、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一、综合经济
经四川省统计局审定，2017 年全

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61.5 亿
元，增长9.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1.29亿元，增长4.4%；第二产业增加值
103.82亿元，增长16.1%；第三产业增加
值96.39亿元，增长5.3%。三次产业分
别拉动GDP增长1.1个、5.9个和2.1个
百分点；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分别为23.4%、39.7%和36.9%。

人均GDP达到22097元，比上年增
加2494元，增长8.1%。

全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121.06
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 40.21 亿元，增长 4.4%；第二
产业增加值46.58亿元，增长14.6%；第
三产业增加值 34.27 亿元，增长 9.2%。
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 120.95 亿
元，增长9.4%。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
上涨 2.2%。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0.04%；居住价格上涨6.34%；教育文化
和娱乐上涨2.25%；商品零售价格比上
年上涨 0.6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比上年上涨6.82%。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7.24%；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4.4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IPI）比上
年上涨7.24%。

二、法人单位数
全州共有法人单位 11284 家。其

中，单产业法人单位 10749 家；多产业
法人单位535家。在法人单位中，企业
单位2141家；农村合作社1073家；事业
单位3045家；机关单位1457家；社会团
体单位280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2家；
居委会55家，村委会2733家，其他组织
机构485家。

三、农业
全年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9.32万

公顷，增长4.4%。其中，因调整种植结
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1.4%，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为7.08万公顷；经济作物播
种面积增长 28.5%，达到 2.24 万公顷。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中，油菜籽播种面积
达 7285 公顷，增 18.7%；中药材播种面
积达 2249 公顷，增 29.2%；蔬菜及食用
菌播种面积达1.25万公顷，增35.4%。

全年粮食产量 25.58 万吨，增长
0.6% ；油 菜 籽 产 量 1.62 万 吨 ，增 长
19.9% ；蔬 菜 产 量 达 35.2 万 吨 ，增 长
31.7%。水果产量达 1.89 万吨，增长
5.2%。全州建成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基
地71.67万亩。

年末各类牲畜存栏402.27万头（只
匹），增长 1.6%。其中，牛存栏 238.46

万头，增长 2.6%；羊存栏 100.22 万只，
减0.9%；生猪存栏28.75万头，增1.7%。

全州各类牲畜出栏 101.95 万头
(只)，增长 0.7%。其中，出栏肉用猪
23.82万头，增长2.3%；出售和自宰肉用
牛50.86万头,增长0.5%；出售和自宰肉
用羊27.26万只；出售和自宰的肉用家
禽19.71万只，增长3.6%。

肉 类 总 产 量 达 6.94 万 吨 ，增 长
0.9%。其中，猪肉产量达1.41万吨，增
长 2.4%；牛肉产量达 5.06 万吨，增长
0.5%；羊肉产量0.44万吨，增长1.1%；禽
肉产量达262吨，增长4.8%。牛奶产量
达 10.70 万吨，增长 3.7%；禽蛋产量达
390吨，增长7.4 %；天然蜂蜜产量达到
101吨，增长17.4%。

全年完成人工造林 3.68 万亩，封
山育林 3.22 万亩，中幼龄林抚育 1.36
万亩。实施城乡庭院节点绿化工程建
设 8008 亩，43.97 万人参与栽植 257.26
万株。完成特色林业产业基地建设
13.2万亩。累计建成特色林业产业基
地建设 95.41 万亩。其中，核桃基地
54.28 万亩；花椒基地 24.51 万亩；俄色
茶原料林基地 16.23 万亩；其他基地
0.39万亩。实施花海花湖（鲜花山谷）
建设1.82万亩。

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现价）
82.84亿元，增长4.6%。其中，农业产值
34.17亿元，增长9.8%；林业产值4.05亿
元，增长5.4%；牧业产值43.59亿元，增
长1%；渔业产值0.06亿元，增长5.4%；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0.97 亿元，增长
5.5%。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61.88亿
元，增长4.4%。其中，农业增加值26.13
亿元，增长 9.8%；林业增加值 2.86 亿
元，增长2.5%；牧业增加值32.25亿元，
增长0.6%；渔业增加值0.05亿元，增长
8.8%；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0.58 亿
元，增长7.7%。

四、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63.54亿元，

增长18.5%，较去年提高7.2个百分，拉
动 GDP 增长 4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
重达到 24.3%，较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
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1.5%，产销率达98.6%。新增装机496
万千瓦。

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 12.8 %，重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21.8%，轻、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0.4% 和
99.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增长 27.9%；股份制企业增长
22.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0.8%。分行业看，食品制造业增长
38.7%，电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增 长
1.2%，非金属矿制品业下降 24.2%，农
副食品加工业下降17.9%，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下降8.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发电量
291.3 亿度，增长 37.9%；铜金属含量
1.51 万 吨 ，下 降 23.1% ；铅 金 属 含 量
11347吨, 下降31.6%；水泥53.56万吨，
下降40.1%；黄金下降32.2%；锌金属含
量2.8万吨, 下降29.7%。

在《进一步加强政府性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工作的规定（试
行）》、《甘孜州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的十五条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快培育
和壮大市场主体的意见》等政策措施的

驱动下，特别是招投标新规实施后，新
增建筑企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截止2017
年底，全州新增87户取得施工总承包资
质的企业，累计达到119户。建筑企业
总产值达到14.05亿元，增长49.2%。实
现 建 筑 业 增 加 值 40.28 亿 元 ，增 长
12.6%，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61.32

亿元，增长5.3%。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428.82亿元，增长3.8%。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投资17.02亿元，增长61.2%；第二产业
投资166.55亿元，下降23.1%。其中，工
业投资164.6亿元，下降23.5%；第三产
业投资277.75亿元，增长31.6%。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51亿元，比
上年增长18.2%。

全州国有经济投资382.96亿元，同
比增长 3.3%，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
83%；港澳台商投资 0.11 亿元，同比下
降 75%，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 0.02%。
民间投资达到 78.25 亿元，同比增长
16.9%，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17%，较
上年提升1.7个百分点。

全州基础设施投资201.72亿元，增
长28.1%，拉动全社会投资增长10.2个
百分点。其中，电网建设完成投资
10.74 亿元，下降 10%；交通建设投资
141.35亿元，增长44.8%；城镇公共基础
设施投资35.77亿元，增长17.3%；通信
行业投资 5.75 亿元，增长 68.9%；水利
建设投资7.12亿元，下降38.4%。

投资到位资金 429.61 亿元，增长
1%。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 152.6 亿
元，增长9.5%；银行贷款132.4亿元，下
降10.1%；企事业自有资金112.87亿元，
增长 1.9%；其他资金 30.84 亿元，增长
134.7%；债券0.9亿元，下降94%。

六、国内贸易及旅游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86亿

元，增长 11.4%。按销售所在地分，城
镇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67.14 亿 元 ，增 长
11.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3.72亿元，
增长11.5%。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
额 73.46 亿元，增长 11.0%；餐饮收入
17.4亿元，增长13.1%。

从限额以上企业（单位）主要商品
零售额看，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
售 额 增 长 8.5% ，通 讯 器 材 类 增 长
36.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2.6%，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29.5%，金银珠
宝类增长9.5%。

全年接待游客 1668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166 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28.1%和 27.3%。其中，接待国内游客
1651.42 人次，比上年增长28.0%；国内
旅游收入 164.31 亿 元，增长 28.3%。
接 待 入 境 游 客 16.96 万 人 次 ，增 长
44.6%；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2525.76 万
美元，增长 43.5%。

实现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70亿元，
其中，国内省外引资到位资金90亿元；
实现外贸进出口8027万元; 全州实现
电子商务网络交易额18.29亿元，增长
109.2%；实现网络零售额12.87亿元，增
长55.9%；实现实物型网络零售额1.32
亿元，增长71.2%。举办各类招商引资
推介活动及专题宣传活动 30 次，拜会
企业及商（协）会200余家；在各类平台
上签约项目 51 个，投资总额 590.39 亿

元，其中省、州平台签约项目28个，签
约金额376.57亿元。

七、交通、通信和邮电
雅康高速等11个续建交通重点项

目完成路面200公里（包含雀儿山隧道
工程12公里）。雅康高速二郎山隧道9
月贯通，12月底通车泸定，结束我州无
高速公路的历史。国道 317 线雀儿山
隧道、老折山隧道，以及省道 455 线甘
白路卓达拉山隧道和阿色隧道等节点
工程全面完工通车。全年建成通乡油
路1009公里，建成通村硬化路6344公
里，新增609个村通硬化路，366个脱贫
摘帽村全部通硬化路。年末公路通车
里 程 达 到 38620 公 里 ，较 上 年 增 长
6.6%。其中，等级公路 36630 公里，较
上年增长 7.9%。公路货物运输总量
933.81万吨，增长15.0%；公路货运周转
量206948.30万吨公里，增长7.2%。旅
客公路运输总量 768.54 万人，下降
3.5%。旅客公路运输周转量 144765.1
万人公里，下降3.0%。航空客运量35.5
万 人 次 ，增 长 4.4% ；航 空 货 运 吞 量
316.38吨。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14.26 万户，移
动电话用户76.46万户。固定电话普及
率 62.54%，移动电话普及率 67.07%。
固定互联网用户18.22万户，移动互联
网 用 户 62.9 万 户（互 联 网 普 及 率
48.11%），长途光缆线路（ 总皮长光缆
数 71800 皮长公里），实现电信业务总
量 16.75亿元。

八、财政和金融
全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37亿元，同口径下降9.0%。其中，税
收性收入 18.48 亿元，占全部收入的
67.52%。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343.33 亿
元，增长14.4%。其中，教育支出39.42
亿元，增长15.2%；医疗卫生支出27.06
亿元，增长1.6%；节能环保支出7.25亿
元，增长6.4%。

年 末 金 融 机 构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631.34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6.0%。其
中，住户存款余额 226.67 亿元，增长
8.1%；各项贷款余额317.18亿元，增长
15.9%。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297.68
亿元，增长17.26%。

全州共有保险公司 7 家。全年实
现保险保费总收入4.48亿元，比上年增
长16.6%；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2.24亿
元，比上年增长15.6%。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共833所,其中：

幼儿园 396 所，小学 380 所，中学 51 所
（其中: 初级中学20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8所、职业初中3所、完全中学14所、
高级中学6所），特殊教育学校2所，中
职学校3所，高等院校1所。

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共
19.89万人。其中，在园幼儿3.13万人；
小学在校学生10.04万人，小学阶段净
入学率达 99.54%；初中在校学生 3.69
万人，初中阶段净入学率达 98.4%；高
中在校学生1.50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达85.26%；中职在校生5734人；特殊
教育在校学生143人；高等教育在校生
9480人。

全州专任教师1.40万人。其中，幼
儿园 1300 人、小学 7639 人、初中 2876
人、高中987人、特殊教育21人、中职学

校299人，高等教育823人。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州文化系统内艺术表演团体22

个，艺术表演场馆1个，公共图书19个，
文化馆19个，文化站325个。年末共有
博物馆、纪念馆5个，文物保护管理机
构19个，文物管理所18个。有16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 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1090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全州广播电视台 19 座，中短波发
射台和转播台10座。广播综合覆盖率
97.21%，电视综合覆盖率97.03%，有线
电视用户7.5万户。

全年获全省比赛金牌3枚、银牌1
枚、铜牌 6 枚。全年体育彩票销售额
0.38 亿元，下降 7%。共建设全民健身
路径 84 条，当年新建 3 条。实施体育

“十项惠民行动”，新建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 347个。

全州有医疗卫生机构2674个。其
中，综合医院22家，中医类医院19家，
专科医院1家，乡镇卫生院334个（其中
社区服务中心2个），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19个，妇幼保健机构19个，卫生监督
机构19个，其他6个（州中心血站、炉霍
县中心血库、康南中心血库、稻城亚丁
医疗救助站、州卫生学校、理塘县卫生
信息中心），门诊部（诊所）88个。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4955 张。其
中，各类医院有床位3339张，妇幼保健
机构有床位219张，卫生院有床位1397
张。卫生技术人员 6360 人，其中执业
医师1279人，执业助理医师409人，注
册护士 1840 人。妇幼保健机构中，执
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26人，注册护
士123人。乡镇卫生院中，执业医师和
执业助理医师346人，注册护士514人。

全年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335 万
人次。其中,医院 175.17 万人次（民营
医院3000人次）；基层医疗机构130.56
万人次；出院 11.91 万人。其中，医院
10.78 万人（民营医院 380 人）；基层医
疗机构1.08万人。

全年新增省级卫生城市（县城）2
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64.74%，比上
年提高4.82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
全部县（市）。住院费用实际补偿比例
提高到75.0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
本药物网上采购率100%。

十一、安全生产
全年全州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11

起，造成20人死亡，死亡人数占控制指
标的 36.36%。其中，较大生产安全事
故2起，占控制指标的28.57%。与去年
同期相比，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
降 64.3%、48.6%。全州开展监察执法
2654 次，较去年增长 67.9%；实施行政
处罚431.33万元，较去年增长295%，全
州立案124起，移送司法机关4人，执纪
问责36人。

十二、人口
全州户籍人口110.11万人。其中，

男性55.64万人，女性54.47万人。分城
乡看，户籍城镇人口19.31万人，户籍乡
村人口 90.80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0035 人，人口出生率 9.49 ‰；死亡
人口3451人，人口死亡率3.26‰；人口
自然增长率 6.23‰。年末常住人口

118.6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0.58 万人。
其中，城镇常住人口36.25万人，乡村常
住人口82.3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30.56%，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

十三、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560元，增长10.1%。按常住地分，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486元，增长
8.8%。其中，工资性收入22602元，增长
8.0%；经营净收入3677元，增长8.8%；财
产净收入1145元，增长14.7%；转移净收
入2063元，增长15.2%。人均消费性支
出20566元，增长10.7%。其中，居住支
出3323元，增长11.1%；生活用品及服务
支出1496元，增长14.3%；交通通信支出
1874元，增长10.9%。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4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444元，增长11.5%。其中，工资性收
入 1797 元，增长 12.9%；经营净收入
7113元，增长11.2%；财产净收入103元，
增长 30.4%；转移净收入 1431 元，增长
10.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7758元，增长14.0%。其中，居住消费支
出1335元，增长15.3%；生活用品及服务
消费支出396元，增长17.7%；交通通信
支出407.16元，增长15.0%；医疗保健消
费支出199元，增长16.4%。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56.5%。

年末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6.33
万人，其中离退休2.07万人。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参保8.1万人，其中离退
休 2.29 万人。城乡居养老保险参保
43.38 万人，其中领取待遇 11.01 万人。
工伤保险参保5.94万人。生育保险参
保1.99万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征缴收入5.29亿元。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征缴收入15.64亿元，职业年金
征收3.44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
收 4514 万元。工伤保险征收 3319 万
元。生育保险征收731万元。

全州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22.54 万
人。其中，城市低保2.12万人，农村低保
20.42万人。累计发放资金4.93亿元。

全州特困救助供养人员 1.06 万
人。其中，城市特困人员1904人，农村
特困人员8724人。累计发放资金0.49
亿元。

全州城乡医疗累计救助28.01万人
（次），累计支出资金0.8亿元,城乡困难
群众医疗救助政策范围内住院自负费
用救助比例达71%。

注：
1.公报中各项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正式数据以《甘孜统计年鉴-2018》为
准。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
着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
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
可比价格计算。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执行
国家统计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即第一产业是指
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
业）；第二产业是指工业（不含开采辅助
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和
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3.公报中物价、林业、国土、交通运
输、邮政、电信、金融、旅游、招商引资、
进出口、财政、保险、教育、人才、科技、
文化、卫生、体育、人口、环境、安全生
产、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数据来源于
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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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大山地质矿产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等26户企业（以下称当事人）违反了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
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
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
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法人登
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企业法人领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满6个月尚未开
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1年的，
视同歇业。”第二十条“企业法人歇业、被
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其他原因终止营
业，应当向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
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
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
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甘孜州工
商行政管理局及各县（市）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经立案调查、公告告知等
程序，现对甘孜州大山地质矿产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等26户企业依法作出吊销营业
执照的处罚决定，并予以公告。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当
事人对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属州工商局登记的企业可在送达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
甘孜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属各县
（市）工商部门登记的企业可在送达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甘孜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或
所在县（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在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应于公告之日起
停止一切经营活动，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吊销企业名单：
甘孜州大山地质矿产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甘孜州康巴部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孜州小蜜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甘孜藏族自治州名鸿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甘孜州康巴牧人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四川奕程矿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安岳恒鑫建设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甘孜州分公司
甘孜州军威装具商贸有限公司
甘孜州君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和普威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甘
孜州分公司

甘孜州四季丰商贸有限公司
甘孜州高缘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州鑫凯商贸有限公司
甘孜州筠洲林业有限公司
甘孜州藏地康巴商贸有限公司
甘孜州晨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孜州鑫源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亿绮科教设备有限公司甘孜州

分公司
甘孜州茂森林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州康巴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安吉北斗科技有限公司甘孜州

分公司
甘孜藏族自治州藏甘雕艺有限责任

公司
甘孜州吉特能源有限公司
甘孜州易来客电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四川明鑫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得荣县金瑞药业有限公司
丹巴县建荣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车牌号为“川 V07615”的车辆与我公
司承包经营合同于2018年1月份到期。我公司声
明：自合同期满之日起该危险品货物运输车辆所
有违规违法和事故法律责任与我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甘孜双利危险品运输公司

2018年3月14日

经本合作社成员决定合作社注销，请本合作
社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
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康定市谷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8年3月14日

注销公告

吊销公告 声 明

经本合作社成员决定合作社注销，请本合作
社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
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九龙县顺吉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8年3月14日

甘孜藏族自治州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甘孜藏族自治州统计局

2018年3月14日

公章“中共得荣县八
日乡子哇村支部委员会”
编号为：5133380000707
遗失作废。

中共得荣县八日
乡子哇村支部委员会

公章“中共得荣县八
日乡布当村支部委员会”
编号为：5133380000725
遗失作废。

中共得荣县八日
乡布当村支部委员会

公章“宜昌市中瑞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
编号遗失作废。

宜昌市中瑞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康定中学发毕
业证书，身份证号为：
513329199003090017，
学籍号为：0756，毕业证
编号为：91921010756

遗失作废。
吴东军

九龙县三岩龙乡猛
董养殖专业合作社在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龙县支行开立的银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573101040012307， 核
准号：J6814000045501
遗失作废。

九龙县三岩龙乡
猛董养殖专业合作社

甘孜州木雅农副

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康定市支行

开立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7510104002

5471，核准号：J681000

0227402)遗失作废。

甘孜州木雅农副
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