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主要指标解释
1. 辖区国土面积：指辖区内全部陆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包括耕地、荒山、荒地、山林
、草原、滩涂、道路和建筑物占地等陆地面积，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
。
2. 辖区建设用地面积：指辖区内的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
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
地与广场用地等面积之和。
3. 城市建成区面积：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
基本具备的区域。
4. 辖区耕地面积：辖区内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包括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
地、旱地、菜地等。
5. 工业用地面积：辖区内工业项目使用的土地面积。
6. 年末常住人口：当地的户籍人口+外来半年以上的人口－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
7. 辖区当年出生人口：辖区内当年新出生人口数。
8. 年末户籍人口：具有该行政区域户籍的人口。
9. 当年辖区外迁入户籍人口：报告期内从外地迁入本行政区域户籍的人口数量。
10. 当年辖区迁出户籍人口：报告期内户籍从本地行政区域迁出的人口数量。
11. 年末城区常住人口：县（市、区、旗）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
12. 辖区城镇化率：指辖区内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3. 年末从业人员数：报告期末最后一日 24 时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
劳动报酬的人员数。
14.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指农业调查户在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
人员数。
15. 当年专业技术人员数：指聘用到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工作人员。
16. 每万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每万名从业人员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数
。
17. 辖区内是否已建成并正常运营（高铁站、民航机场、普通客运火车站、货运火车
站、港口）：如有，请逐一列举。
18. 境内高速公路出入口个数：评价年度末，县（市、区、旗）境内高速公路出入口个
数。
19. 与最近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交通距离：县（市、区、旗）边界与距离最近的超大城
市边界的最短交通距离，如与超大城市相邻，则交通距离为零。
20. 与最近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交通距离：县（市、区、旗）边界与距离最近的特大城
市边界的最短交通距离，如与特大城市相邻，则交通距离为零。

21. 与最近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交通距离：县（市、区、旗）边界与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边
界的最短交通距离，如与大城市相邻，则交通距离为零。
22. 地区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地区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
23. 第一产业增加值：指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
活动的最终成果。
24. 第二产业增加值：指工业和建筑业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25. 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包括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目前在工业统
计中，通常采用生产法计算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是指年销售收入
在 500 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和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的增加值。
26. 第三产业增加值：指除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27.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指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需按可比价计算。
28. 人均 GDP：地区生产总值与年平均常住人口的比值。
29. 当年劳均 GDP：地区生产总值（GDP）与从业人员总人数之比。
30.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
产再生产活动。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局部更新和全部更新）、
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31.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县（市、区、旗）当年实际投入到位的外资额（含国外资金
和国内境外资金）。
32. 当年进出口总额：年度县（市、区、旗）进出口规模，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
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
33.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县（市、区、旗）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
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
34. 科技进步贡献率：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即扣
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根据 C-D 生产函数得出科
技进步速率方程 Y=A+α×K+β×L。
35.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
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
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
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 9 大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基础，对其中符合“战略性新兴产
业”特征的有关活动进行再分类。
36.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全部小类；②机电器材制造（含“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部分小类等）；③
电子设备制造（含“仪器仪表制造业”部分小类等）；④“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业”全部小类；⑤互联网服务（含“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全部小类等）
；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全部小类；⑦文化数字内容服务（含“广播、电视
、电影和录音制作业”全部小类等）。
37. 本级财政收入：本级分成的税收收入、本级分成的非税收入、分级分成的基金收入
等。
3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收入、行政
事业性收费收入和其他收入。
39. 本级税收收入：本级取得的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
耕地占用税、契税等收入总额。
40. 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税收收入与本级财政收入的比值。
41. 全年公共财政支出：指各级财政部门对集中的一般预算收入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而
安排的支出。
42. 教育支出：指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
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初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技校教育、职业
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生教育、特殊教育、干部继续教育
、教育机关服务等。
43. 科学技术支出：指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
流与合作等。
44. 财政供养行政人员数：截止年末，县（市、区、旗）财政供养行政人员数，含编制
内行政人员和编制外行政人员。
45.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截止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46. 年末政府债务总额增减比率：政府债务是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和
银行借款所形成的政府债务，年末政府债务总额增减比率是指当年年末政府债务与
年初政府债务的变化率。
47. 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国有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违约事件发生次数:
指当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国有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三类债券
主体不能按照事先达成的债券协议履行其义务的行为次数。
48. 本级全部行政备案事项数：县（市、区、旗）本级政府（含政府组成部门和下属机
构）行政备案事项的数量。
49. 本级政府审批事项数：县（市、区、旗）本级政府（含政府组成部门和下属机构）
审批事项的数量。
50. 当年企业开办所需时间：自提交企业开办资料到企业可以正式开业经营所需的时间
（含证照办理、税务申办以及银行开户等全部流程）。

51. 当年企业注销平均所需时间：自企业提交注销资料到企业正式注销所需的时间，含
注销业务办理和注销公告时间。
52. 智慧政务建设覆盖率：指可网上办理的事项数占本级政府审批事项总数的比重。
53. 年度获评市级及以上先进基层党组织数量：当年该地区获评市级及以上“先进基层
党组织”的数量。
54. 年度获评市级及以上优秀共产党员数量：当年该地区获评市级及以上“优秀共产党
员”的人数。
55. 年度获评市级及以上优秀党务工作者数量：当年该地区获评市级及以上“优秀党务
工作者”的人数。
56. 刑事案件发案率：评价年度内刑事案件的发案起数与常住人口之比（单位：万人）
。
57. 治安案件发案率：评价年度内治安案件发案起数（单位：起）与常住人口之比（单
位：万人）。
58. 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评价年度内非正常死亡人数。
59. 单位 GDP 碳排放：指报告期内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60. 全年能耗总量：指一定时期内辖区内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
各种能源的总和。
61. 全年绿色能源耗用比重：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水电、核能
等绿色能源占县（市、区、旗）能源总消耗的比重。
62. 当年万元 GDP 用水量：指每万元地方生产总值所耗费的用水量，在数值上等于年内
生产用水量（立方米）与 GDP（万元）之比。
63. 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指一定时期内辖区内生产活动中由于安全问题导致
死亡的人数与 GDP（亿元）之比。
64.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指企业、机关、团体或居民根据可以收回的原则，
把货币资金存入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定利息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的年
末存款余额。
65.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指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根据必须归还的原则，按一
定利率，为企业、个人等提供资金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的年末贷款余额。
66. 当年 R&D 经费支出总额：县（市、区、旗）各类主体开展 R&D 活动而实际发生的全
部经费，包括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
67. 规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县（市、区、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 R&D 活动而
实际发生的全部经费。
68. 辖区内国家级产业园区已建成使用面积：县（市、区、旗）辖区内国家级高新区和
经开区已建成使用的面积。
69. 辖区内省级产业园区已建成使用面积量：县（市、区、旗）辖区内省级高新区和经
开区已建成使用的面积。

70. 辖区内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产业增加值：辖区内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常驻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71. 辖区内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数量：辖区内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数量。
72. 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部门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数量：新型研发机构指聚焦科
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
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本指标指经国家、省
、市科技部门认定的机构数量。
73. 年末高新技术企业数：县（市、区、旗）辖区范围内正常经营的经国家或本地区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74. 年末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县（市、区、旗）辖区范围内正常经营的经
国家或省级工信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总数。
75. 年末发明专利授权总数：截至年末，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已经授权的专利的总数
。
76. 全年新增发明专利申请数：县（市、区、旗）新增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77. 全年新增发明专利授权数：县（市、区、旗）新增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78. 年末注册商标总数：截至年末，累计获得的商标总数。
79. 新增注册商标数：县（市、区、旗）新增注册商标数。
80. 年末市场主体数：年末注册登记的市场主体数量（含工商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各
类型企业）。
81. 年末在孵企业数：孵化器指一个集中的空间，能够在企业创办初期举步维艰时，提
供资金、管理等多种便利，旨在对高新技术成果、科技型企业和创业企业进行孵化
，以推动合作和交流，使企业"做大"。“孵化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
）企业注册地及工作场所必须在科技园的工作场地内；（二）属新注册企业或申请
进入科技园前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 3 年；（三）企业在科技园内孵化的时间不超过
3 年；（四）企业注册资金不超过 500 万元；（五）属迁入企业的，上年营业收入
不超过 200 万元；（六）企业租用科技园内孵化场地面积不高于 1000 平方米；（
七）企业产品（服务）属于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82. 全年技术市场成交金额：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并实际成交的合同标的金额。
83. 当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乡居民平均每个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
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84.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85. 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镇居民平均每个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
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86. 当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农村居民平均每个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
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87. 城镇居民 20%最高收入户与 2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反映城镇居民中最
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计算方式：城镇居民 20%最高收入户与
2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镇前 20%的高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
后 20%的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8. 当年人均预期寿命：指假若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
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
89. 新房均价：指当地每平方米新房的平均价格，反映当地居民的住房成本。
90. 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指当年辖区内学前三年实际入园人数占 3-6 岁年龄段应入园
幼儿人数比重。
91. 农村户籍初中毕业升学率与城镇户籍初中毕业升学率之比：是指农村户籍初中毕
业升学率与城镇户籍初中毕业升学率的比，是反映城乡教育差距的指标。
92. 当年高中阶段入学率：指当年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在校学生总数占 15-17 岁学龄组人口的比重。
93. 辖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指当年辖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94. 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和超大班额比重：中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超过教育部
门规定的班额人数 10%（含）以上的班级占全部班级的比重。
95. 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指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占适龄农民工子女人
员的比重。
96. 当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59 岁人口
群体中每个人的受教育年限之和/20-59 岁人口总数。
97. 城镇调查失业率：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与城镇从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二者之
和的比。
98. 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接受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覆盖率：指接受基本职业技能培训
的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占全部人数比重。
99.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指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人数占应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人数的比率。
100. 城乡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指已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占应参加社会保险人数的
比率。
101. 城区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指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占城区常住
人口数的比重。
102. 城区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盖率：指城区常住人口中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人数
占城区常住人口数的比重。
103.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年县（市、区、旗）划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线。

104.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当年县（市、区、旗）划定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线。
105.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覆盖率：65 岁以上老年人享受健康管理服务的比重
，健康管理服务含公共健康服务和商业健康服务。
106.

年末城市家庭宽带接入速率：指运营商为城市家庭提供的家庭宽带接入速率。

107.

年末行政村光纤接入率：接入了光纤宽带的行政村占全部行政村的比重。

108. 年末物联网终端用户数：物联网各类终端设备分为情景感知层、网络接入层、
网络控制层以及应用/业务层。
109. 年末建成区路网密度：中心城区建成区快速道、主干道长度之和与建成区面积
之比。
110.

年末通村公路硬化率：已经硬化的通村公路里程与通村公路总里程之比。

111.

年末城区管道燃气普及率：管道燃气覆盖的城区人口与城区常住总人口之比。

112.

年末城区公共供水普及率：年末城区供水普及人口与城区总人口比。

113. 年末万人拥有公共文体设施面积：年末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与常住人口（单
位：万人）之比。
114. 年末万人拥有公交车辆运营数：年末公交车数量（单位：辆）与常住人口（单
位：万人）之比。在市辖区，如果该数据无法单独获取，以该区所属城市的平均值
代替。
115. 公共交通日客运总量：在一天内，公共交通工具实际运送的旅客数量。旅客不
论行程远近或票价多少，均按一人一次客运量统计；半价票、小孩票也按一人统计
。
116. 行政村公共交通覆盖率：指辖区内公交站点一定半径范围所覆盖到的行政村区
域面积占行政村区域总面积的比重。
117. 年末城区万人公共厕所数：城区内公共厕所数量（个）与常住人口（单位：万
人）之比。
118. 年末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卫生厕所数（传统厕所完成改厕和新建卫生厕
所）与农村厕所总数之比。
119.

辖区拥有医疗卫生床位数：指辖区拥有的医疗卫生床位数量。

120. 辖区内拥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指辖区内医疗卫生事业机构支付工资的全部
职工中现任职务为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西医师、中西医结
合高级医师、护师、中药师、西药师、检验师、其他技师、中医士、西医士、护士
、助产士、中药剂士、西药剂士、检验士、其他技士、其他中医、护理员、中药剂
员、西药剂员、检验员和其他初级卫生技术人员。
121.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指有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的面积占整个
城市的比例。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包括社康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广场健身设施、绿
道等等。

122.

工业固废资源化率：指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处理总量占产生量的比率。

123. 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率：资源化的工业“三废”占当年工业“三废”产生总
量的比重。
124. 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通过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
等途径进行综合利用的秸秆占主要农作物秸秆总量的比重。
12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在一次灌水期间被农作物利用的净水量与水源渠
首处总引进水量的比值。
126. 城市通勤绿色出行率：指城市居民使用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自行车和
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的出行量占全部出行量的比例。
127. 年末万人拥有新能源汽车数：年末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常住人口（单位：万人
）之比。
128. 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物比重：年度内县（市、区、旗）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
筑物面积比重。绿色建筑指在全寿命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
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
量建筑。
129. 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指高效节能产品销售量占产品市场销售总量的百分
比。其中，高效节能产品指满足使用功能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依据能源效率国家
标准，能源效率较高的用能产品。市场占有率即“市场份额”，指某一产品（或品
类）的销售量（或销售额）在市场同类产品（或品类）中所占比重。
130.

全年粮食总产量：指夏粮和秋粮全年产量的总和。

131. 全年化肥施用量（折纯）：指本年内实际用于生产的化肥数量，包括氮肥、磷
肥、钾肥和复合肥。
132. 全年农药施用量（折纯）：指本年内农业上用于防治病虫害及调节植物生长的
化学药剂使用量。
133. 每万元 GDP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本年内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
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与万元 GDP 的比值。
134. 全年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经处置后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再进行排放的工业废气
与当年排放的工业废气总量之比。
135. 全年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经处置后达到国家相关标准再进行排放的工业废水
与当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之比。
136. 危险废弃物安全处置率：指行政区危险废弃物实际处置量占危险废物应处置量
的比例。
137. 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比率。
在统计上，由于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易取得，可用清运量代替。
138. 城区生活污水处理达标率：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的城区生活污水量与城
区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之比。

139. 城区饮用水达标率：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 III 类标准的水源地个
数占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总数的比重。
14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比率。
在统计上，由于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易取得，可用清运量代替。
14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达标率：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的农村生活污水量与农
村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142. 农村饮用水达标率：农村达标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占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总数的比重。
143.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质量与生活垃圾排放总量的
比值。
144. 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指经生物、物理、化学转化后作为二次原料的生活
垃圾处理量占垃圾总量的比例。
145. 环保投入与 GDP 之比：指政府环境保护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政府环境保
护支出，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污染治理支出、自然
生态保护支出、天然林保护工程支出、退耕还林支出、风沙荒漠治理支出、退牧还
草支出、已垦草原退耕还草、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
用等支出。
146.

年末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面积与行政辖区面积之比。

147. 森林蓄积量增加率：森林蓄积量指一定森林面积上存在着的林木树干部分的总
材积，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增加率是本年与去年之比。
148. 年末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区公园绿地面积的人均占有量（按城区常住人
口计算）
149.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是指城市建成区内各绿化用地总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用地
面积的比重。
15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指空气污染指数（API）小于等于 100 的天数。

151.

PM2.5 浓度下降率：指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比例。

152. （国考、省考、市考）断面水质达标率：指（国考、省考、市考）断面水质治
理达到标准的比例。
153. 全年城区环境噪声达标覆盖率：中心城区环境噪声达标面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
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