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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上下围绕扩

大开放、转型升级的工作思路，以“4+1”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引

领，克服各种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奋力拼搏，扎实苦干，

推动全县经济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

就。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375027万元，比上年增

长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85755万元，增长0.6%；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57347万元，增长7.0%，其中，工业完成

1388347万元，增长6.8%；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831925万元，增

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批发和零售业134227万元，增长

3.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141699万元，增长6.0%；住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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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60633万元，增长6.7%；金融业77499万元，增长9.8%；

房地产业79779万元，增长1.9%；其他服务业334119万元，增长

10.8%。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6%，第二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1.4%，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0%。全年人均生产总值60262元，

比上年增长6.6%，按2018年平均汇率折算为9107美元，比上年

增加1556美元。

图1 2012年-2018年全县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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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2年-2018年全县三次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年末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46576人，其中，在岗职工人数

44625人。全县城镇新增就业1065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18%。

二、农 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29299 公顷，比上年减少 1084 公顷，其

中，夏粮播种面积7426公顷，增加23公顷；秋粮播种面积21873

公顷，减少 1107 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142895吨，比上年增加1927吨，增产1.4％，

其中，夏粮产量 31473 吨，减产 11.5％；秋粮产量 111422 吨，

增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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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棉花播种面积 5.3 公顷，比上年减少 1.2 公顷，总产

量 5.4 吨，比上年减产 8.5％。油料播种面积 1323 公顷，比上

年增加 426 公顷，总产量 2152 吨，比上年增产 22.0％。蔬菜

播种面积 959 公顷，比上年减少 102 公顷，总产量 48367 吨，

比上年增产 16.6％。水果总产量 4058 吨，比上年减产 8.5%。

坚果总产量 1919 吨，比上年减产 75.3%。

全年造林面积 267 公顷，四旁（零星）植树 110 万株，年

末封山育林面积 4133 公顷。

年末牛存栏1421头,比上年下降18.6%。猪存栏135611头,

比上年下降6.5%。羊存栏48723只，比上年下降41.6%。鸡存栏

261.9万只，比上年下降12.8%。

全年肉类总产量19865吨，比上年下降9.5%。禽蛋总产量

31070吨，比上年下降0.2%。全年蚕茧总产量1108吨，比上年下

降18.7％。

全县有效灌溉面积9902公顷，节水灌溉面积5769公顷。全

年化肥施用量(实物量)25686吨，比上年下降9.0％。农用薄膜

使用量13.6吨，比上年下降24.3％。农药使用量108.6吨，比上

年下降6.6%。



5

表 1 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产 量（吨）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142895 1.4

其中：夏 粮 31473 -11.5

秋 粮 111422 5.7

棉 花 5.4 -8.5

油 料 2152 22.0

蔬 菜 48367 16.6

水 果 4058 -8.5

肉 类 19865 -9.5

禽 蛋 31070 -0.2

蚕 茧 1108 -18.7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388347万元，比上年增长6.8%,其中，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60家，完成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7%。

分经济类型看，集体企业增长15.7%，股份制企业增长10.5%，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1%。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增长8.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11.5%，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1.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8.1%，食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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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长22.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4.0%，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增长4.9%，纺织业增长22.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增长15.7%，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增长17.9%，金

属制品业下降49.0%。

图3 2012年-2018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全年规模以上企业生产原煤1638.1万吨，比上年增长

14.0%；洗煤976.6万吨，增长32.2％；煤层气15934.9万立方米，

下降1.5%；食醋17509吨，增长82.7%；纱4824吨，增长4.9%；

布998万米，增长10.2%；氮肥19.9万吨，增长8.1%；水泥59.6

万吨，增长4.0％；瓷质砖2599.3万平方米，增长0.6%；陶质砖

615万平方米，下降7.7%；发电量195.3亿千瓦时，增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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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原 煤 万吨 1638.1 14.0

洗 煤 万吨 976.6 32.2

煤层气（利用量） 万立方米 15934.9 -1.5

食 醋 吨 17509.0 82.7

纱 吨 4824.0 4.9

布 万米 998.0 10.2

氮 肥（折 100%） 万吨 19.9 8.1

水 泥 万吨 59.6 4.0

瓷质砖 万平方米 2599.3 0.6

陶质砖 万平方米 615.0 -7.7

发电量 亿千瓦时 195.3 3.6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32121万元，比

上年增长21.6%。其中，煤炭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97112万

元，增长30.9%；电力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48881万元，增长

2.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532890万元，比上年增长

26.1%。其中，煤炭企业实现利税494333万元，增长26.4%；电

力企业实现利税46653万元，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286712万元，比上年增长36.2%。其中，煤炭企业实现利润

275320万元，增长32.6%；电力企业实现利润27566万元，增长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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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70326万元,比上年增长10.0%。年

末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11家，完

成总产值16981万元，比上年增长41.2%；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53424平方米，比上年下降34.2%。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44620万元，比上年增长10.4％。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364884万元，增长10.1%；民间固定资产投

资379357万元，增长36.8%。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34216万

元，增长20.8%；第二产业投资318768万元，增长17.3％；第三

产业投资491636万元，增长5.6％。在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

318768万元，增长18.0%。其中，煤炭工业投资116345万元，下

降3.3%；非煤产业投资202423万元，增长35.1%。传统产业（煤

炭、焦炭、冶金、电力）投资156578万元，下降8.3%；非传统

产业投资162190万元，增长63.2%。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7933万元，比上年下降25.6%。其中

住宅投资32805万元，下降16.7%。全年房屋施工面积655142平

方米，下降3.0%；房屋新开工面积61124平方米，下降33.9%；

商品房销售面积76795平方米，下降53.0%。

五、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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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能源生产折标准煤 1201.7 万吨，比上年增长

15.1%；二次能源生产折标准煤1118.9万吨，比上年增长50.9%。

全年销售煤炭 962.3 万吨，比上年增长 29.6%。向省外输

送电力 178.6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3.4%。

全年全社会用电总量 41.9 亿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用电

0.2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0.4%；第二产业用电 38.1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91.0%，其中，工业用电 37.7 亿

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 2.0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4.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1.6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8%。

六、内外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5018万元，比上年增长9.2％。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59390 万元，增长 9.1％；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45628 万元，增长 9.6％。按销售单位行业

统计，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 394718 万元，增长 9.0％；住

宿、餐饮业零售额 110300 万元，增长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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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2年-2018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长速度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11720万元，比上年增长140.3%。其中，

进口405万元，增长289.4%；出口11315万元，增长137.0%。进

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10910万元，比上年增长133.6%。

七、交通和邮电

全年公路货运总量2230万吨，比上年增长11.0％。公路货

物周转量75350万吨公里，比上年增长10.0％。全年公路旅客运

输总量207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0％。公路旅客周转量71500

万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0.0％。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2949万元，比上年下降0.7％。订销报纸

693万份，订销杂志15万份，快递业务量11万件，发送信件2万

件。全年电信业务总量21400万元，比上年增长1.6%。年末全县

固定电话用户19000户，比上年增加3900部。移动电话用户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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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部，比上年增加2.3万部。计算机互联网用户88000户，比上

年减少17296户。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445638万元，比上年增长28.4％。完

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6270万元，比上年增长24.2％，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106168万元，增长22.7%。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96816万元，比上年增长20.0％。其中，农林水事务支出46641

万元，增长21.7%；教育支出51611万元，增长26.0%；科技支出

3345万元，增长1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5613万元，

增长3.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7812万元，增长6.2%；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44318万元，下降8.9%；节能环保支出11739万元，

增长1.4%。

图5 2012年-2018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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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2年-2018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及增长速度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2257708万元，比年

初增加211883万元。其中，住户存款余额1610670万元，比年初

增加143179万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020373万元，比年初

增加211048万元。

全年保费收入74309万元，比上年增长6.6%。其中，财产险

保费收入13841万元，人身险保费收入60468万元。

九、教育和科技

年末全县普通中学 26 所，在校学生 16691 人，教职工 2087

人；职业高级中学 2 所，在校学生 1924 人，教职工 199 人；小

学 64 所，在校学生 13817 人，教职工 1657 人；幼儿园 106 所，

在园幼儿 6987 人，教职工 505 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1 所，教

职工 16 人。2018 年高考阳城一中一本达线率 52.5%，其中 7

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再创历史新高。我县中考总均分、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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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率继续保持全市第一。

全县科技研发专项资金支持引导科技研发、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等项目共 30 项，研发经费 855 万元。争取市级科技创新

项目 4 项共 113.9 万元。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 家。发明专利申

请量 57 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45 件。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馆1个，公共图书馆1个，青少年活动中

心分馆1个，文物博物馆1个，档案馆1个，电视台1座。全年各

类文艺演出400余场。放映农村公益电影5544场，农村寄宿制中

小学电影279场。组织了优秀传统剧目展演、元宵节街头文艺表

演活动。举办了阳城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会开幕式文艺演出和现

场文艺演出。皇城相府景区和天官王府景区举办“非遗”、演艺

进景区活动共计1317场。

全年全县举行了“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万人长跑活动。

组织参加了晋城市第六届农民运动会。举办了“悠然阳城·康

养圣地”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和2018阳

城绿道山地半程马拉松赛。

年末县乡村共有医疗卫生机构624个，卫生技术人员2816

人（乡村医生601人，医师748人，助理医师149人），床位2137

张。村级卫生所达标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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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常住人口394501人，其中男性196609人，女性197892

人，男女性别比为99.35（女性=100）。城镇常住人口191755人，

乡村常住人口202746人。城镇人口比重48.61%。人口出生率

8.62‰，死亡率6.66‰，自然增长率1.96‰。公安部门户籍登

记总户数167384户，总人口383106人。

全县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1048元，比上年增长

8.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49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29元，增长6.6％；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16183元，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6元，

比上年增长8.5％；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238元，增长15.4%。

图7 2012年-2018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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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2年-2018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长速度

全年全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45469 人，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参保 15466 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208758 人，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 48492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307945 人，生育保险参保 37200 人，工伤保险参保 70209 人，

失业保险参保 30224 人。全年共发放各类社会保险待遇 101792

万元。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年末全县耕地保有量57.95万亩。城市绿化覆盖率45.5%，

绿地率4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6平方米。

县城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229天。全年环境空气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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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为5.52。PM2.5年均浓度为49ug/m³。

城市供水普及率97%，供气普及率98%，集中供热普及率91%，

再生水利用率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污水处理率97%。

全年生产安全事故死亡26人。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

死亡0.11人。

注：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

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除注明外，本公报所列增加、增长、减少、下降均系

与上年比较。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