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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迈向发达经济体，宁波做好了什么？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
口普查，这10年间，宁波不断奋进，
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诠释了高质量
发展的“宁波速度”。

2010 年 ，宁 波 GDP 总 量 为
5264.70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
15位。2020年攀升至12408.7亿元，
城市排名升至第12位。GDP总量10
年累计增长142%。

宁波城市人口与经济实现了同
步快速增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宁波常住人口为 760.57 万人。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宁波常住
人口达到940.43万人。10年间，宁
波常住人口增加约180万。城市人
口规模排名由2010年的第32位，提
升到2020年的第23位，正在向千万
人口迈进。

2010 年 ，宁 波 人 均 GDP 为
67883.3 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约合
10068美元，刚刚迈过1万美元大关。
如今，宁波人均GDP达到132614元，
约合1.92万美元，翻了约一倍。

这10年，宁波实现经济规模总
量、人口总量同步提升，人均指标接
近高收入经济体水平。

从产业结构看，2010年，宁波三
次产业比重为4.2∶55.6∶40.2。随着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宁波现代服务业
不断发展。到2020年末，宁波三次
产业之比升级为2.7∶45.9∶51.4。

工业方面，10年间，宁波不断深化
制造强国战略，建设了“3511”到“246”
的现代化制造业集群体系，立足智能制
造、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耕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培育了工业互联网、5G通
讯、智能装备等优势新兴产业。

目前，宁波拥有全国制造业单项
冠军45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
21家、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工业企业2
家、超百亿工业企业23家、超十亿工
业企业193家，21家企业入围浙江省

“雄鹰行动”培育企业名单。
10年间，宁波规上工业总产值从

2010 年 的 10867.5 亿 元 ，增 长 到
2020年的17608.6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从2010年的1147.9
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329.8亿元，
实现翻番。

在科技创新方面，2010年，宁波
专利申请量为 26407 件，授权量达
25971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1209件；2020年，宁波完成专利申请
量8.0万件，其中发明专利2.0万件。

专利授权 6.1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
5340件。

2010年，宁波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51家；2020年，宁波认定高新技术
企业1667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
3102家。

在外贸进出口领域，2010年，宁
波实现外贸自营进出口总额829.0亿
美元。其中，出口519.7亿美元，进口
309.3亿美元；2020年，宁波完成外
贸自营进出口总额9786.9 亿元（约
1420.4 亿 美 元）。 其 中 ，出 口 额
6407.0亿元（约929.9亿美元）。进口
额3379.9亿元（约 490.5 亿美元），均
有长足增长。

10年间，宁波在港口枢纽能力建
设上实现重大突破，世界第一大港成绩
斐然——港口货物吞吐量由2010年
的4.1亿吨，增长到2020年的11.7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由2010年的1300.4
万标准箱，增长到2020年的2872.2万
标箱，跃居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

10年间，老百姓的钱袋子更鼓
了。2010年，宁波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3016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4261元；2020年，宁波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008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132元，均
实现翻番，特别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大幅增长。

2020年，宁波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在江浙沪排名第5，仅次于上海、
苏州、杭州、南京，超过无锡、常州、扬
州等人均GDP高于宁波的城市。

特别是在城乡收入比这项指标
上，宁波十分出色，数据为1.73，低于
全省的1.96，更远低于江苏的2.19。

根据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通过的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到2025
年浙江人均GDP要达到13万元，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城乡
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宁波
已基本达到或即将达到上述标准。

浙江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在全国
是较为优秀的。而宁波在省内更有
着领先示范作用，在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进程中拥有良好基础。

居民收入提高，进一步带动宁波
社零消费实现跨越增长。2010年，
宁波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04.5亿元；2020年，宁波完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4238.3亿元。

记者 谢斌 乐骁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
蒂格里茨说：21世纪初期对世
界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一是
美国高科技的发展，一是中国
城市的崛起。而最近10年，正
是优秀的中国城市汇聚资源和
人口、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
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从2010年
的 13个，提升到2020年的 18
个。而900万常住人口以上的
大都市，也由2010年的4个增
加到2020年的14个。

宁波正是14个常住人口在
900万-1000万的城市之一。
2020 年 ，宁 波 人 均 GDP 为
13.2614 万元，按 2020 年平均
汇率计算约为1.923万美元，是
全省的1.3倍左右，全国的1.9
倍左右。

根据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发布的《2020年
世界各国/地区人均 GDP 排
名》，如果将宁波作为一个独立
经济体看待，宁波人均GDP水
平可以排到世界第45位左右。

从浙江省内来看，杭州仍
名列第一，为13.6617万元；宁
波次之；舟山位列第三，达
13.013万元。这3座城市也是

我省人均GDP超 13万元的城
市。

此外，绍兴、嘉兴均超过10
万元；湖州为9.56万元；台州、
衢州、温州均超7万元；金华、丽
水均超6万元。按国家统计局
公 布 的 2020 年 全 国 人 均
GDP7.2万元看，温州、金华、丽
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非权威口径（2020 年城
市GDP/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测算，全国共有10座城市人均
GDP超过2万美元，分别是克拉
玛依、无锡、北京、鄂尔多斯、南
京、苏州、深圳、上海、常州、珠
海。第11至第15位依次是东
营、杭州、广州、扬州、海西州。
宁波排名16位。

在全国 36 个主要城市中
（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宁波排名第7位。前10位
分别是北京、南京、深圳、上海、
杭州、广州、宁波、武汉、厦门、
青岛。

在23个GDP超万亿人民
币城市中，宁波人均GDP排名
为第9。排名宁波之前的分别
为无锡、北京、南京、苏州、深
圳、上海、杭州、广州。

6月 21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了全省及各设区市2020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数值。全省人均GDP达 10.062万元。按同
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约合1.46万美元。

人均GDP1.46万美元，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2019年世界
平均水平的1.3倍，也高于世界银行2019年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
线1.27万美元。

宁波人均GDP达13.2614万元，排名全省第二，仅次于杭州，国内
排名第16位。

宁波人均GDP接近发达经济体

10年间增长的不仅是GD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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