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来，全省着眼提高新兴产业实力和竞争力，从

强链、延链、补链入手，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发展空间，工

业驱动发展作用持续增强。全部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

量的比重保持在 30%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 6.3%，其中制造业贡献率稳居榜首，增加值比 2016 年

增长 37.4%，年均增长 6.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 0.3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保持

在 50%以上。新兴制造业发展迅速，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 23.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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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迈上又一个千亿元台阶，

2020 年突破 3000 亿元，2021 年达 3346.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五年年均增长 5.5%。人均生产总值由 2016 年的 3.9 万元

提高到 5.6 万元，年均增长 5.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五年累计 2291.0 亿元，年均增长 7.4%，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累计 1428.1亿元，年均增长 6.6%。

五年来，全省通过举办文化旅游节、春冬季旅游、环湖赛、国际冰壶赛等活动和赛事，打响打亮

旅游品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全季全域全时旅游，推出精品线路 200 条，7 条入选全国

“十大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5A 级旅游景区增加 2 个，文旅体产业融合发展呈现新活力。旅游人

数和旅游总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7%和 2.4%。其中 2017-2019年增速均保持在 20%以上。

这是辉煌的五年，这是奋进的五年。
春华秋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至今，青海发展历史上经历了极为不平凡的五年，这是青海经受住各

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经济社会发展新胜利的五年。五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着力推动“四个转变”，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调结构、促改革、保生态、惠民生、防风险，狠抓产业转型升级，
协调城乡区域发展，民生福祉大幅改善，全省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社
会事业明显进步，生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章夯实了根
基。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图解

聚力笃行绘蓝图 励精图治谋发展

生态旅游加快发展

经济实力跨上新台阶
五年来，全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产业

结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调整优化，推动经济

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三次产业

结构由 2016 年的 9.8:38.4:51.8 调整为 2021 年的 10.5：39.8：49.7，2021 年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 8.79%、

43.31%和 47.9%。

五年来五年来，，全省不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全省不断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持续巩固持续巩固““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成果，，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质增效提质增效。。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有序淘汰落后产能，，20172017--20202020年累计年累计

关闭煤矿关闭煤矿 1717 处处，，退出煤炭产能退出煤炭产能 279279 万吨万吨。。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中火力发电量占比由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中火力发电量占比由 20162016 年的年的 2424..88%%下降到下降到 20212021 年的年的 1616..99%%。。房地产去库存成效显著房地产去库存成效显著，，

20202020年住房去化周期比年住房去化周期比 20162016年减少年减少 99..88个月个月。。企业成本费用持续下降企业成本费用持续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费用比费用比 20162016年分别下降年分别下降 55..22元元、、22..77
元元。。民生领域补短板持续加力民生领域补短板持续加力。。教育教育、、卫生投资年均分别增长卫生投资年均分别增长2222..33%%和和1616..8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领域投入占财政支出持续稳定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领域投入占财政支出持续稳定在7575%%以上以上。。

经济协调发展增添新动力经济协调发展增添新动力

““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现成效显现

五年来，全省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积极

培育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实

现较快发展。2021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1661.4 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29.6%，年均增长 5.3%，其中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4.2%；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增加值年均分别

增长 8.6%和 8.8%。

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

农牧业基础地位不断夯实农牧业基础地位不断夯实

工业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工业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五年来，全省以创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为契

机，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目标，持续打响打

亮“生态青海 绿色农牧”品牌。2021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352.7 亿元，年均增长 4.6%。以青海牦牛、藏羊、青稞、枸

杞等为主的有机特色农畜产品品牌享誉省内外。2021 年

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为 21.3万吨和 12.3万吨，比 2016年分

别增长 59.7%和 6.3%，年均分别增长 9.8%和 1.2%；奶类产

量 35.6万吨，年均增长 1.6%。

工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工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五年来，全省加快传统服务业布局调整，着力发展新兴服

务业，2017-2019 年服务业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保持在 50%以

上。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 5.4%，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6%。新兴服务

业占比提高，其中 2021 年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最高（达 16.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年均

分别增长 3.9%和 4.1%；2021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较 2016 年

分别提高 0.6 和 0.7 个百分点。消费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

2017-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 40.0%
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4.2%。消费结构升级加

快。

服务业贡献率保持强劲态势服务业贡献率保持强劲态势

五年来，全省积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高耗能行业结构不

断优化，产业链不断延伸，持续打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优

势产业更具竞争力。高耗能行业占比下降。加快推进钢铁、

有色、化工、水泥等传统行业技术进步，有色冶金、黑色冶金、

化学行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9.4%、2.5%和 5.7 %。新兴制造

业占比提高。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

2016 年的 6.5%提高到 2021 年的 9.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

比由 2016 年的 6.4%提高到 9.9%。积极打造循环经济发展新优

势，2017-2020 年工业循环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 5.7%，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六成以上。

农牧业结构调整升级农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五年来五年来，，全省大力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省大力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提升农

牧业产值和附加值牧业产值和附加值，，农牧业生产保持平稳农牧业生产保持平稳。。深入实施藏粮于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地、、藏粮于技战略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从严治理农地从严治理农地““非农化非农化””

““非粮化非粮化””，，高度重视粮食稳产稳供高度重视粮食稳产稳供，，20212021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年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积 583583..99 千 公 顷千 公 顷 ，，再 创 新 高再 创 新 高 ，，比比 20162016 年 增 长年 增 长 44..77%%；；粮 食 产 量粮 食 产 量

109109..11 万 吨万 吨 ，，连 续 十 四 年 保 持 在 百 万 吨 以 上连 续 十 四 年 保 持 在 百 万 吨 以 上 ，，比比 20162016 年 提 高年 提 高

44..11%%，，年均增长年均增长 00..88%%。。特色农业经济发展壮大特色农业经济发展壮大。。建设青稞产建设青稞产业

园，枸杞、藜麦、火焰蔘等特色产业欣欣向荣；以三文鱼、虹鳟鱼

为代表的高品质、无污染冷水鱼畅销省外，水产品产量年均增

长 9.5%；蔬菜和食用菌产量增加 2 万吨，年均增长 0.3%。财政

支出力度逐年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农林水的支出年

均增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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