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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一、综 合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２５２８６万人，比上年增加８５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为１５６８２万人，乡村人口为９６０４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６２０％，比上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男

性人口为１３０５２万人，女性人口为１２２３４万人。全年出生

人口为２３９万人，出生率为９４７‰；死亡人口为１４５万人，

死亡率为５７４‰；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３７３‰。

表１　 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区总人口 ２５２８６ １０００

　　其中：城镇 １５６８２ ６２０

　　 　　乡村 ９６０４ ３８０

　　其中：男性 １３０５２ ５１６

　　 　　女性 １２２３４ ４８４

　　其中：０－１４岁 ３４１１ １３５

　　 　　１５－６４岁 １９３６４ ７６６

　　 　　６５周岁及以上 ２５１１ ９９

　　初步核算，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１０３２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４０％。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６４７２

亿元，增长３７％；第二产业增加值６４０８６亿元，增长１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８０４７４亿元，增长６１％；三次产业比例为

１０２：３９８：５００。第一、二、三产业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分别为１０３％、１４８％和７４９％。人均生产总值达到６３７８６

元，比上年增长３６％。

图１　２０１７年内蒙古生产总值季度累计增速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１７％。分城乡看，

城市上涨１７％，农村牧区上涨１６％。分八大类消费类别看，

呈现“七升一降”。衣着上涨 １３％，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０７％，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１０％，医疗保健上涨１００％，居住

价格上涨１７％，交通和通信上涨１４％，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１２％；食品烟酒价格下降０２％。从工业生产者角度看，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分别上涨６３％和１０６％。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上涨３４％，农产品生产价格下降４４％。

图２　２０１７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度

表２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

类 别 ２０１７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１００） １０１７

　　城市 １０１７

　　农村牧区 １０１６

　　食品烟酒 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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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２０１７年

　　 ＃粮食 １０１３

　　 畜肉 ９６１

　　　蛋 ９５２

　　　水产品 １０５９

　　　鲜菜 ９３１

　　　鲜果 １０５５

　　衣着 １０１３

　　居住 １０１７

　　生活用品及服务 １００７

　　交通和通信 １０１４

　　教育文化和娱乐 １０１０

　　医疗保健 １１００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１０１２

　　年末全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２８３９万人。年末城

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６３％。全年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人数为

５７万人。

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７０３４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４４％，如果剔除２０１６年虚增因素，比上年增长１４６％；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４５２３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２％。分旗县看，全

区１０３个旗县市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超过亿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超６０亿元的旗县２个，超２０亿元的旗县７个，

超１０亿元的旗县 ３０个。全区财政用于民生方面支出达

３１５８１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６９８％；财政扶贫支出

１２１亿元，增长１１倍。

二、农牧业

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７９８３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０８％。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５７５８万公顷，下降０５％；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２２２５万公顷，增长４１％。粮食总产量达

２７６８４万吨，比上年下降０４％；油料产量２２２７万吨，增长

１２％；甜菜产量３６３０万吨，增长３６４％；蔬菜产量１３６４６

万吨，下降 ９２％；水果（含果用瓜）产量 ３４０８万吨，增长

７７％。

全区牧业年度牲畜存栏头数达１２６１４８万头（只），比上

年下降７２％；牲畜总增头数 ７１４８６万头（只），总增率达

５２６％。牧业年度良种及改良种牲畜总头数 １１３９２９万头

（只），良种及改良种牲畜比重 ９０３％。全年肉类总产量

２６７６万吨，比上年增长３４％。其中，猪肉产量达到７３５万

吨，增长２０％；牛肉产量达到５９５万吨，增长７０％；羊肉产

量达到１０４１万吨，增长５２％。牛奶产量６９３０万吨，下降

５６％；禽蛋产量５３２万吨，下降８３％。

表３ 主要农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数

２０１７年 比上年增长（％）

粮食（万吨） ２７６８４ －０４

　小麦（万吨） １７０３ ０２

　玉米（万吨） ２０８５０ －２６

　稻谷（万吨） ７７１ ２２１

　大豆（万吨） １０８４ ７９

　薯类（万吨） １６３８ －２５

油料（万吨） ２２２７ １２

甜菜（万吨）　　　　 ３６３０ ３６４

水果（含果用瓜）（万吨） ３４０８ ７７

蔬菜（万吨）　　 １３６４６ －９２

牛奶（万吨） ６９３０ －５６

绵羊毛（万吨） １２７ －４７

山羊绒（吨） ０８ －５６

水产品（万吨） １５６ －１３

肉类总产量（万吨） ２６７６ ３４

　猪肉 ７３５ ２０

　牛肉 ５９５ ７０

　羊肉 １０４１ ５２

牧业年度牲畜存栏（万头、只） １２６１４８ －７２

　大牲畜（除牛外）（万头） ２３５２ －１１

　羊（万只） ９８７３５ －８０

　猪（万头） １３８７６ －６１

　牛（万头） １１１８４ －２８

　　年末全区农牧业机械总动力３４８４万千瓦，比上年同口径

增长４６％；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８３５％。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５１０９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６％。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３１％。在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１５３％，股份制企业增

加值增长２８％，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值增长５８％。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轻工业增加值下降９７％；重工业增

加值增长５４％。

图３　２０１７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增速

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全区原煤产量达９０５９７３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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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７１％；焦炭产量３０４６４万吨，增长８２％；天然

气产量２９９５亿立方米，增长０１％；发电量达到４４３５９亿千

瓦小时，增长１２３％，其中，风力发电量５５１４亿千瓦小时，增

长１８８％；钢材产量 ２００２７万吨，增长 １８０％；铝材产量

２１４６万吨，下降９１％。

表４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增速

２０１７年 同比增长（％）

原煤 （万吨） ９０５９７３ ７１

焦炭（万吨） ３０４６４ ８２

天然气（亿立方米） ２９９５ ０１

原油 （万吨） １２４８ －２８５

发电量 （亿千瓦小时） ４４３５９ １２３

粗钢 （万吨） １９８３５ １９５

钢材 （万吨） ２００２７ １８０

电解铝 （万吨） ２６５８ ７０

平板玻璃 （万重量箱） ９８８４ －１３

化肥 （万吨） ４３８３ ６４０

精甲醇 （万吨） ８２０２ ８７

水泥 （万吨） ３０４５３ －２５７

乳制品 （万吨） ２６３４ １９

铝材（万吨） ２１４６ －９１

彩色电视机 （万部） １３７４ ２５４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辆） ７８９４６ －１５５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３５５０ ６８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１３７％；实现利润增长１２倍。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

销售率９８２％，产成品库存额增长８８％。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１３００７亿元，比上年下降５９％。全

区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建筑施工企业１０１０家，比上年增加

１９家；施工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５４５３９万平方米，下降

１３３％；竣工房屋面积２０３１５万平方米，下降２００％；房屋建

筑竣工率３７２％。全年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实

现利润５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２％。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１４４０４６亿元，比上年下

降 ６９％。其中，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２１９３亿元，下降７０％。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单位投

资６６４７５亿元，集体单位投资９２６亿元，个体投资２２５５亿

元，其他经济类型单位投资７４３９０亿元。从三次产业投资

看，第一产业投资 ８９１１亿元，增长 １５０％；第二产业投资

５６１７６亿元，下降１３４％；第三产业投资７８９５９亿元，增长

１１６％。按项目隶属关系分，地方项目完成投资１３７４６６亿

元，中央项目完成投资６５７９亿元。

表５　分行业５００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速

单位：亿元

２０１７年 同比增长（％）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７４０ １５３

采矿业 ９８８４ ３０

制造业 ３２３４７ －９２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０９７ －２５９

建筑业 ２０６ －８６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７２０ －３５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１４７８０ －１６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９７７ ４５３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８９８ ５０７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２８１８１ ６５

教育 １６３１ ９４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５４１ ２０８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３１２ ９８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１３６ －２７５

　　新开工项目１７４０４个，下降１１５％；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３９０２７９亿元，增长５６％。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８８９７亿

元。商品房待售面积１２６５６万平方米，下降８６％。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１６０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９％。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６４５４６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９０１％，增长６６％；

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７０５６亿元，增长９５％。

表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

２０１７年 比上年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７１６０２ ６９

　　城镇 ６４５４６ ６６

　　　其中：城区 ５０８７９ ６３

　　乡村 ７０５６ ９５

　　六、对外经济

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９４２４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

增长２２８％。其中，出口总额３３４８亿元，增长１５８％；进口总

额６０７７亿元，增长２７０％。从主要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

出口额达５３５３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５６８％；边境小额贸易

进出口额达３０２９亿元；加工贸易进出口额达２２７亿元。

表７　海关进出口分项表

单位 ２０１７年 比上年增长（％）

海关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９４２４ ２２８

　出口总额 亿元 ３３４８ １５８

　　一般贸易 亿元 ２８１７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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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２０１７年 比上年增长（％）

　　边境小额贸易 亿元 ３１３ １９３

　　加工贸易 亿元 １１９ －４２７

　进口总额 亿元 ６０７７ ２７０

　　一般贸易 亿元 ２５３６ ２０８

　　边境小额贸易 亿元 ２７１６ ４９２

　　加工贸易 亿元 １０８ －４６

　　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３１５亿美元。年内全区

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３４５３家，比上年增加９１家。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５０家。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业

全年完成货物运输总量２２７亿吨，比上年增长１３５％。

完成货物运输周转量５２０６５亿吨公里，增长１６９％。

表８　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周转量及增速

单位 ２０１７年 比上年增长（％）

货物运输总量 亿吨 ２２７ １３５

　铁路 亿吨 ８０ １４５

　公路 亿吨 １４７ １２９

　民航 万吨 ２９ ２９

货物运输周转量 亿吨公里 ５２０６５ １６９

　铁路 亿吨公里 ２４４２０ ２０３

　公路 亿吨公里 ２７６４５ １４１

　　全年完成旅客运输总量 １６０６１３万人，比上年下降

３８％。完成旅客运输周转量３６２８亿人公里，下降３３％。

表９　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周转量及增速

单位 ２０１７年 比上年增长（％）

旅客运输总量 万人 １６０６１３ －３８

　铁路 万人 ５４５２２ １１

　公路 万人 ９４２１０ －８９

　民航 万人 １１８８１ ２４２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３６２８ －３３

　铁路 亿人公里 ２２０１ －１１

　公路 亿人公里 １４２７ －６６

　　年末全区民用汽车保有量 ４９８０万辆，比上年增长

１３３％；其中，本年新注册汽车５３７万辆。年末私人轿车保

有量２７７０万辆，增长１０３％；其中，本年新注册轿车２７６万

辆，增长５３％。

全年邮电业务总量５１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６７％。其

中，电信业务总量（按２０１５年不变价计算）４８２６亿元，增长

９８０％；邮政业务总量（按２０１０年不变价计算）３４３亿元，增

长２５９％。年末本地固定电话用户 ２３２３万户，下降

１３３％；移动电话用户２８４１２万户，增长１５０％。全区移动

电话普及率达到１１３２户／百人。年末互联网用户２８５４３万

户，增长１５９％。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２３６０３万户，增长

１５４％；互联网宽带用户４９４万户，增长１８４％。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３４４０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７％。

接待入境旅游人数１８４８万人次，增长３９％；旅游外汇收入

１２５亿美元，增长９４％。国内旅游人数１１４６１２万人次，增

长１９１％；国内旅游收入３３５８６亿元，增长２７４％。

八、金融

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２２９５２８亿元，比年

初增加１７８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４％。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１０７３００亿元，比年初增加７６９１亿元，增长７７％；非金融企

业存款余额 ６７４８１亿元，比年初增加 ７９３９亿元，增长

１３２％；广义政府存款余额４２８６５亿元，比年初减少３３６亿

元，下降０７％。年末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２１４５６０

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０９５０亿元，增长１０８％。其中，住户贷款

余额５２２０１亿元，比年初增加６０１２亿元，增长１３０％；非金

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１６２３４８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４９５１亿元，增长１０１％。

年末全区保险机构共有２８２６家，比上年增加９７家。全

年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５６９９亿元，增长１７１％。全

年保险业累计赔付支出１８６５亿元，增长３５４％。全年全区

人寿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３０６０亿元，累计赔付４９４亿

元。农业保险稳步推进，全年全区农业保险实现原保险保费

收入３２５亿元，累计赔付支出４３３亿元，支农惠农力度进一

步得到加强。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６２１２元，比上年增长

８６％，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６８％。全体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１８９４６元，增长４８％。

图４　２０１７年按收入构成分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占比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５６７０元，比上年增长

８２％，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６４％。从主要收入构成

看，工资性收入２１７０７元，增长６６％；经营净收入６３４９元，增

长１６２％；财产净收入１８２４元，增长５３％；转移净收入５７８９

元，增长６８％。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３６３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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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３９％。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５８４元，比

上年增长８４％，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６７％。从主要收

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２６４９元，增长８２％；经营净收入６３８５

元，增长２７％；财产净收入５１５元，增长１３８％；转移净收入

３０３６元，增长２１８％。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１２１８４元，增长６３％。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２７４％，

农村牧区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２７８％，分别比上年下降

０９个和１５个百分点。

年末全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６９４３万人，

比上年增长６０％；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７４３４万

人，增长１０％。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 ２４７１万人，增长

２５％；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５３万人，下降１８３％。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２２６６万人，下降４２％。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２１６１５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人数

４９５１万人，增长１４％。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１００％。

十、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

年末全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５３所；全年招收学生１３６

万人，增长２０％；在校学生４４８万人，增长２６％，其中，少

数民族在校学生１１７万人，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中有蒙古族学

生１０１万人；毕业学生１１８万人，增长５７％。年末全区有

研究生培养单位１０个，招收研究生７１７６人，增长１１７％；在

校研究生２０万人，增长６６％，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研究生

５５８０人，少数民族在校研究生中有蒙古族研究生 ４９０７人。

年末有普通高中 ２９３所，全年招收学生 １４４万人，下降

２３％；在校学生４３６万人，下降２９％，其中，少数民族学生

１３２万人，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中有蒙古族学生１１９万人；毕

业学生１５３万人。年末有初中６８３所，全年招收学生２２５

万人，增长１３９％；在校学生６１９万人，增长１０％，其中，少

数民族学生１７８万人，少数民族在校学生中有蒙古族学生

１５８万人；毕业学生２１５万人。年末有小学１６５８所，招收学

生２１６万人，下降５１％；在校学生１３２５万人，下降１０％；

毕业学生２２６万人，增长１３８％。全区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数

６４万人，增长５４％。全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９８８８％，小学

适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

全年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５３３项，其中，基础理论成果

１１０项，应用技术成果４２１项，软科学成果２项。获得国家级

奖励的科技成果 １项。全年专利申请 １１７０１件，授权专利

６２７１件。年内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数３７６６个。合同成交金

额１６２８亿元，增长１２９％。其中，区内成交技术金额１４３

亿元，向区外输出技术成交金额５３亿元，吸纳区外技术成果

金额１４３２亿元。

全区共有４９个有产品质量检验证书的机构，其中，国家

检测中心６个。

年末全区有艺术表演团体９８个，其中，乌兰牧骑７１个；

艺术表演场所２１个。现拥有文化馆１２０座，公共图书馆１１７

座，博物馆９３座，档案馆 １３９座，已开放各类档案 ３４３３万

卷。年末全区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９２４％，电视综合人口

覆盖率９９２２％。年末全区有线广播电视用户３８５６万户。

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出版报纸２７９７４万份，出版各类期刊１３８２

万册，出版图书５９６６万册。全年生产故事影片７部，蒙语译

制片１００部。

年内全区体育健儿在国内外重大竞赛中获奖牌２２２枚。

其中，国外获奖牌３５枚，国内获奖牌１８７枚。

十一、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２４２１７个，其中，医院７７５个，农

村牧区卫生院１３１４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１１９个，妇幼卫生

机构１１３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５１个。年末全区医疗卫生

单位拥有病床 １５０万张，增长 ８０％，其中，医院拥有病床

１１９万张，乡镇卫生院拥有病床２２万张，妇幼卫生机构拥

有病床０４万张。全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８０万人，增长

５８％，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医师７０万人，注册护士７２万

人。农村牧区拥有村卫生室１４万个，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

员１８万人。

年末全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４４６９个，比上年增

长７５％。其中，社区服务中心９８４个。全区各类社会福利院

床位１７万张，各类福利院收养人数 ０８万人。全年共有

１６２９万人得到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全年筹集社会福利

资金１７６亿元，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６２７亿元，分别增长

８６％和８１％。接受社会捐赠９３５万元。

十二、资源、环境

初步统计，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９９９万公顷。其中，人

工造林３４２万公顷，飞播造林６８万公顷，封山育林１３８万

公顷，完成中、幼林抚育（作业）面积３１万公顷。完成退耕

还林和荒山荒地造林面积３２万公顷，完成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造林面积５９万公顷，完成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造林面

积８６万公顷，完成“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造林面积１２６万

公顷。年末全区森林面积 ２４８７９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２１０３％。

全区确定的自然保护区１８２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２９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６０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１２６７７万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４２６２万公顷。

优于城市居住区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城市比例为１６７％。

初步核算，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１６％，万元工

业增加值能耗（１）增长２５％。全年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

消费量（２）增长５７％，其中，七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

量增长６２％。主要耗能工业企业（３）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

下降８３％，单位电石生产综合能耗下降２２％，吨水泥综合

能耗增长３１％，吨钢综合能耗增长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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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

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１）规模以上工业口径，按当量值计算。

（２）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口径，按当量值计算。

（３）主要耗能工业企业是指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１万吨标

准煤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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