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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城夜景 （张　斌　供稿）

自 然 地 理

【地理位置】　武汉，简称“汉”，俗称“江
城”，位于中国腹地中心、湖北省东部、长

江与汉水交汇处，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及唯一的副省

级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

地和综合交通枢纽，也是湖北省省会。

地理位置为东经１１３°４１′～１１５°０５′、北纬
２９°５８′～３１°２２′。在平面直角坐标上，东
西最大横距 １３４千米，南北最大纵距约
１５５千米，形如一只自西向东翩翩起舞的
彩蝶。武汉的最东边在新洲区徐古街将

军山村、最西边在蔡甸区侏儒山街国光

村、最南边在江夏区湖泗街均堡村、最北

边在黄陂区蔡店街李冲村。

【自然环境】　武汉市地质结构以新华夏
构造体系为主，地貌属鄂东南丘陵经汉江

平原东缘向大别山南麓低山丘陵过渡地

区，中间低平，南北丘陵、岗垄环抱，北部低

山林立。全市低山、丘陵、垄岗平原与平坦

平原的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５．８％、

１２．３％、４２．６％和３９．３％，海拔高度在１９．２米
至８７３．７米之间，大部分在５０米以下。

武汉市土壤种类繁多，共有 ８个土
类、１７个亚类、５６个土属、３２３个土种。
其中，水稻土土地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４５．５％；其次为黄棕壤占２４．８％，潮土占
１７．０％，红壤占１１．２％；其他有石灰土、
紫色土、草甸土、沼泽土等共占１．５％。

【自然资源】　武汉市植物区系属中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向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过

渡的地带。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的蕨类

和种子植物有１０６科、６０７属、１０６６种，兼
具南方和北方植物区系成份。常绿阔叶

林和落叶阔叶林组成的混交林是全市典

型的植被类型。主要树种，长江、汉江以

南以樟树、楠竹、杉木、油茶叶茶、女贞、

柑橘为代表，长江、汉江以北以马尾松、

水杉、法桐、落羽松、栎、柿、栗等为主。

武汉市动物资源种类繁多，有畜禽、

水产鱼类、药用、毛皮羽用、农林害虫及

天敌、野生动物等动物资源。畜禽动物

主要有猪、牛、鸡等 １０余种、７０多个品
种。鱼类资源有１ｌ目、２２科、８８种，主要
经济鱼类有草、青、鲢等２０余种。“武昌
鱼”（团头鲂）是经济名贵鱼种，在国际市

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水禽有雁、鹳、鹈

等８目、１４科、５４种。其中，白鹳是国家
一类保护动物。特种水生物有白鳍豚、

江豚等，白鳍豚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江

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武汉市江河纵横，河港沟渠交织，湖

泊库塘星布，滠水、府河、倒水、举水、金

水、东荆河等从市区两侧汇入长江，形成

以长江为干流的庞大水网，水资源丰富。

水域总面积达２２１７．６平方千米，占全市
土地面积的２６．１％。市域内５千米以上
的河流有１６５条。有湖泊１６６个，其中，
城区内有湖泊 ４３个。有各类水库 ２７７
座，其中，大型水库３座，中型水库６座，
总容量９．２５亿立方米。共有塘堰８．５１万
口，蓄水能力３．３亿立方米。全市水能资
源理论蕴藏量２万千瓦。

全市已发现矿产３３种，矿点１５４处，
潜在经济价值８４００多亿元。其中，冶金
辅料和建筑材料储量最大，拥有全国最

大的熔剂石灰石、白云岩、石英砂岩基

地，膨润土矿储量１．１８多亿吨，居全国第
一位。优质矿泉水、热泉已发现 ８处。
此外，还发现金矿点１１处，铜矿点９处，
锰矿、磷矿点各２处，并有５处发现石油、
天然气的“油气显示”。

（孙　毅）

地 方 人 文

【语言文化】　武汉方言属北方话系统，
但与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及中南

地区的湖南、广西的方言更接近。就武

汉方言内部而言，汉口话因汉口镇在历

史上的突出地位而闻名，被称为“汉腔”。

武汉地处楚文化圈。楚文化是古代

楚人在楚地创立的地域文化，内容包括

青铜冶炼工艺、丝织工艺以及刺绣、文

学、美术和乐舞等。楚文化属华夏文明

的南支，是与黄河文化并向璀璨的长江

文化组成部分之一。影响较大的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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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楚剧等地方剧种和湖北评书、湖北大

鼓、湖北小曲、渔鼓等曲艺类目。

【风景名胜】　武汉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有名胜古迹３３９处、革命纪念地１０３
处，有２７５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盘龙城商朝遗址、辛亥革命首义军政

府旧址、中共“八七会议”旧址和武汉国

民政府旧址等３３处。武汉二七纪念馆、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和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被列为全国

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黄鹤

楼公园、东湖风景名胜区（含湖北省博物

馆）、黄陂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含木兰

山、木兰天池、云雾山、木兰草原景区）为

国家５Ａ级景区，首义文化区（辛亥革命
博物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

汉博物馆、武汉革命博物馆、中科院武汉

植物园等２１个公园景区为国家４Ａ级景
区，３Ａ级景区（点）２７个。

【城市标识】　１９８３年，武汉市开展市树、
市花评选工作，评选出水杉为市树，梅花

为市花。

１９９２年４月１日，中共武汉市委、武
汉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征

集市歌、市徽活动，经征集、筛选、修改，

市歌、市徽于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２日在武汉市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正式审议

通过。市歌———《武汉之歌》由江汉区废

品回收公司段宇春作词、长江轮船总公

司李祖平作曲。市徽图案由武汉市财政

学校官建设设计。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４日，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鉴于自行制作和使用

地方旗、徽不符合国情，武汉市十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停止使用市徽

的决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通过４个月的公开征
集，２０万名市民参与投票，召开各类座谈
会３０余场，多次专题研讨并反复征求社
会意见，市委常委会充分讨论决定，从收

集到的２００余条意见中，确定“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当选武汉城市精神表述语。

２０１４年经过一年多的社会征集、专
业机构设计、专家论证、８０多万人次投票
推选，“武汉，每天不一样！”、以繁体“汉”

字为设计创意点的 ＬＯＧＯ设计方案，分
别获选为武汉城市形象口号和标识。

（孙　毅）

建置·沿革

【行政建置】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辖江岸、江
汉、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蔡甸、

江夏、黄陂、新洲、东西湖、汉南 １３个行

政区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武汉化

学工业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武汉新港等６个功能区。区下辖１５６
个街道、１个镇（新洲区凤凰镇）、３个乡
（洪山区天兴乡、蔡甸区消泗乡、黄陂区

木兰乡）、２个行使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
办事处（蔡甸区桐湖农场、江夏区金水农

场）。全市群众自治组织３２３６个，其中，
社区居委会 １４３１个，村民委员会 １８０５
个。全市土地面积８５６９．１５平方千米。
建城区面积８８５．１１平方千米。

【历史沿革】　武汉历史悠久，早在距今
８０００～６０００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先民们就在这水网之域繁衍生息。位于

黄陂区盘龙湖畔的盘龙城，筑于商代，距

今约有 ３５００年的历史。自汉以降经南
北朝至元、明，武汉逐渐发展为水陆交通

枢纽、商贾辐辏。明成化年间，汉水主道

改由龟山北入长江，由此而形成汉口新

镇，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明末

清初，汉口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与北

京、苏州、佛州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

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

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清康熙四

年（１６６５年），清政府在汉阳门外白鳝庙
下设“常关”，征收国内商货通过税。

１８５８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被辟为
对外通商口岸。１８６１年３月，汉口正式
对外开埠。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分
汉水以北地置夏口厅，治所即今汉口。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资产阶级领导
的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建立了湖北军

政府，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１９２７
年元月，汉口、武昌合并为武汉市，划为

京兆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武汉
市正式建置。三镇合并建制为中央直辖

市。１９５４年６月改为湖北省辖的省会城
市。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原属孝感专区的武昌、
汉阳两县划归武汉市管辖。１９８３年 ８
月，增辖黄陂、新洲两县。１９８４年５月被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为经济体制综合

改革试点城市、计划单列市。１９９２年 ７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分别撤销汉阳县，武
昌县及黄陂县、新洲县建制，分别成立武

汉市蔡甸区，江夏区及黄陂区、新洲区。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
改委发文批准设立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

套改革实验区。２０１０年１月，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简称东湖高新区）成为继

中关村后中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也是中部地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武汉吴家山经济

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０１３年３月，武汉吴家山经济开发区更
名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至

此，武汉市正式形成了依托三大国家级

经济开发区，三镇鼎足开发的局面。

２０１６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
五”规划》明确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同年，《武汉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方案》正式获国务院批复。６月，
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

发，重点布局三大城市群，将武汉列为超

大城市，打造为长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

之一。

（孙　毅）

人口·民族宗教

【人口分布】　根据武汉市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２０２０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
１２３２．６５万人。其中，男性人口６４０．２４万
人，女性人口５９２．４１万人；乡村人口
１９３．３８万人，城镇人口１０３９．２７万人。

全市共有家庭户４０８２５３３户，集体户
５５８４０２户，家庭户人口为１００８９５２７人，集
体户人口为２２３６９９１人。平均每个家庭户
的人口为２．４７人，比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２．７８人减少０．３１人。

全市常住人口中，０—１４岁人口为
１６０８１２６人，占１３．０５％；１５—５９岁人口为
８５９３９９５人，占６９．７２％；６０岁及以上人口
为２１２４３９７人，占１７．２３％，其中６５岁及以
上人口为１４５６１７２人，占１１．８１％。与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０—１４
岁人口的比重提高３．０７个百分点，１５—５９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７．６１个百分点，６０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４．５５个百分点，
其中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３．６８
个百分点。

【民族宗教】　武汉市是一个多民族散杂
而居的城市。据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数据，全市人口来自５６个民族，其中，
少数民族５５个，共８．８万人，占全市总人
口的０．７％。在少数民族中，土家族人口
（３．０２万人）最多，其次是回族（２．１８万
人）。全市１３个区都有少数民族居住。

武汉宗教历史悠久，有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５种。武汉
道教历史最长，其活动可以上溯至三国

东吴时期，至今有１７００余年的历史。明
末清初，武昌长春观、武当宫，汉阳玄妙

观和汉口大道观曾被称为武汉道教全真

派“四大丛林”。武汉佛教历史稍晚于道

教。最久远的古刹为公元五世纪刘宋郢

州刺史蔡兴宗所建的武昌头陀寺（观音

阁）和梁邵陵王萧纶所建的武昌报恩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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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口古德寺 （张　斌　摄）

寺（铁佛寺）。武昌宝通禅寺、莲溪禅寺，

汉阳归元禅寺和汉口古德禅寺并称为武

汉近代佛教著名的“四大丛林”。伊斯兰

教于元代传入武汉，约有６００年历史，最
早的清真寺是武昌辕门口清真寺。天主

教于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基督教于清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传入武汉，其最早
的教堂分别位于武昌大堤口和汉口大

夹街。

全市现有宗教活动场所 ５００多所，
其中全国重点寺观有佛教归元禅寺、宝

通禅寺，道教长春观；全省重点宗教场所

有佛教莲溪禅寺、古德禅寺，伊斯兰教汉

口民权路清真寺、二七街清真寺、武昌起

义门清真寺，天主教汉口上海路教堂、武

昌花园山教堂、汉阳显正街教堂，基督教

汉口荣光堂、救世堂和武昌堂、青山堂。

此外，黄陂木兰山有佛教大佛寺、华严

阁，道教玉皇阁、金顶、木兰殿、斗姆宫，

新洲道观河有佛教报恩禅寺。

（孙　毅）

气象·灾害

【气象】　武汉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具有常年雨量丰沛、热量充足、

雨热同季、光热同季、冬冷夏热、四季分

明等特点。年平均气温１５．８～１７．５℃，
极端最高气温 ４１．３℃（１９３４年 ８月 １０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 －１８．１℃（１９７７年
１月３０日）。年无霜期一般为２１１～２７２
天，年日照总时数１８１０～２１００小时，年总
辐射１０４～１１３千卡／平方厘米，年降水量
１１５０～１４５０毫米。降雨集中在每年６～８
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４０％左右。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气温偏高，降水显著
偏多，日照大部偏少，灾害性天气种类

多。全市气温偏高。武汉市 ２０２０年平
均气温为１６．９（黄陂）～１７．８℃（江夏），
与常年平均相比，除武汉站持平外，其余

各站偏高０．３（黄陂、新洲）～０．７℃（蔡
甸）。降水显著偏多，分布不均。全年全

市降水量１８７３．６（黄陂）～２０８０毫米（蔡
甸），较常年偏多４５．５％（江夏）～５６．９％
（蔡甸）。其中，武汉、蔡甸居 １９６１年以
来历史第１位，黄陂居历史第２位，新洲、
江夏居历史第３位。日照大部偏少。全
年日照时数为１５７８．１（蔡甸）～１７２１．４小
时（黄陂），较常年偏少９０．２（江夏）～
３００．７小时（新洲）。梅雨期长，累计雨量
大。梅雨期长达５４天，较常年平均（２４
天）偏多３０天，居１９５１年以来历史第２
位。自６月８日入梅，到８月１日出梅，
梅雨 期 武 汉 累 计 降 水 量 ８６５．８（江
夏）～１１０１．０（蔡甸）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多１～１．７倍，其中蔡甸、武汉分别居
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１位和第２位，
黄陂、新洲居历史同期第３位，江夏居历
史同期第 ５位。全市平均降水量９４０．１
毫米，比常年同期（４１７．２毫米）偏多１．３
倍，居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２位。

【天气灾害】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暴雨多发，
洪涝严重，同时出现寒潮、大风和雨雪冰

冻，春、夏季强对流，盛夏高温，秋季连阴

雨等灾害性天气，给农业、环境、防汛、民

生、交通等带来不同程度影响。

暴雨洪涝灾害。武汉市全年共发生

１４次暴雨过程，其中，汛期出现１３次较
明显降水过程，梅雨期间出现 ８次暴雨
过程，秋季还出现 １次暴雨天气，分别
为：５月７日、５月１３～１４日、６月９～１０

日、６月１２～１３日、６月１５日夜间、６月
２０～２２日、６月２８～２９日、７月２日、７月
４～７日、７月１８～１９日、８月８～９日、８
月２０日、９月１４～１６日和１０月３日。由
于本地强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全市面

临“上泄下顶两边灌”的巨大压力，７月９
日至８月１日，长江汉口站水位最高达
２８．７７米，居历史第四；超２８．２８米危险水
位运行达２１天，居历史第三。长江汉口
站流量为历史罕见。中小河流、湖泊、水

库水位全线超警，府瞚河、通顺河、斧头

湖、鲁湖等主要河湖超保证水位，通顺河

最高水位达历史之最。长江、汉江干堤、

连江支堤出现各类大小隐患３０００余起，
散浸、管涌、滑坡等一般险情 ２００余处。
梅雨期间，除中心城区外，６个新城区因
多轮强降雨和超高水位运行共造成１９．３
万人受灾；倒塌房屋１３１户、３４２间，严重
损坏 １６３户、４２３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５．７９亿元，未造成人员伤亡；全市累计紧
急转移安置群众３５８１９人，设置６４个集中
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群众 ６９７０人。
６～７月，受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天气影
响，大面积农田渍涝和倒伏，养殖池塘出

现漫塘造成鱼虾逸失，全市农作物受灾

４．５８万公顷，成灾１．３９万公顷。
寒潮、大风和雨雪冰冻。２月１４～１５

日，受强冷空气南下影响，全市出现一次

寒潮大风和大范围中到大雪天气过程，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积雪、道路结冰和冰

冻等灾害，过程伴有 ５～７级偏北大风，
阵风 ８～１０级，过程降温幅度达 １０～
１２℃。３月２６～２９日的强冷空气过程造
成平均气温降幅达１２～１４℃，全市出现
明显的“倒春寒”天气，过程平均风力 ４
～６级，阵风７～９级。９～１０月冷空气活
动频繁，导致武汉较常年提前 １４天立
秋，１０月出现了持续的寒露风天气。１２
月２８日夜间至２９日受强冷空气南下影
响，全市出现５～６级北风，阵风７～９级，
最大阵风２０．９米／秒（９级），全市由雨转
雪，雨雪总量５～９毫米，武汉站气温降
幅达１１．２℃，最低气温为－７．７℃（３１
日）。大风降温等天气对市民生活和农

业生产等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２月
１４～１５日大范围大风雨雪天气过程，大
部分地区出现积雪，对在园蔬菜采收上

市有一定不利影响，同时造成部分设施

大棚受损。秋季寒露风天气对迟熟的晚

稻、早翻秋水稻和再生稻抽穗扬花授粉

以及秋收秋种都造成不利影响。

强对流天气。春、夏两季，武汉市强

对流天气频发，类型以雷暴大风和短时

强降水为主。全年共出现了 １３次强对
流天气，雷暴大风最大风速为２９．８米／
秒，风力１１级，８月２０日１４时３５分出
现在中心城区二七长江大桥站；短时强

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为７４．８毫米，８月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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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武汉市主要气象要素一览表

要素

　　月份

项目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全年

降水量

（毫米）

累计值 １１３．２ １０６．７ ８４．４ ４５．８ １２４．３ ４１９．６ ５５４．９ １２１．０ １６９．３ １７３．１ ８２．０ １８．４ ２０１２．４

距平％ １３１．０ ５７．８ －５．７ －６６．４ －２５．５ ９０．７ １４７．０ ３．１ １２７．９ １１２．９ ３８．７ －３８．０ ５３．１

气　温
（℃）

平均值 ４．１ ８．６ １３．０ １６．８ ２３．１ ２６．５ ２６．４ ３０．０ ２３．１ １６．７ １２．５ ４．８ １７．２

距平值 ０．１ ２．０ ２．１ －０．６ ０．５ ０．３ －２．７ １．６ －１．０ －１．５ ０．６ －１．４ ０．０

雨　日
（天）

累计值 １６ ９ １２ ６ １１ １５ ２１ ８ １５ １４ １２ ６ １４５

距平值 ６．５ －０．７ －１．１ －６．４ －１．２ ３．２ ９．４ －１．６ ７．５ ５ ４ －１．１ ２３．５

相对湿度

（％）
平均值 ８６ ８１ ７９ ７１ ７７ ８６ ８８ ７６ ８５ ８５ ８２ ７６ ８１

距平值 １０ ６ ３ －４ ３ ９ １１ －１ １０ ９ ７ ３ ６

日　照
（小时）

累计值 ９３．９ １７３．４ ２２４．７ ２１２．５ １５５．２ ９７．２ ６２．０ ２４０．６ ９９．４ ９８．５ １１３．２ ９２．６ １６５４．２

距平值 －７．６ ７６．２ １０１．８ ５９．８ －２５．８ －７３．７ －１５８．２ １４．２ －７６．４ －５３．４ －２６．１ －３３．９ －２１１．８

气　压
（百帕）

平均值 １０２３．０ １０２１．８ １０１５．３ １０１５．６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０１．２ １００１．６ １００２．０ １００９．６ １０１７．９ １０２１．６ １０２６．０ １０１３．４

距平值 －１．３ ０．６ －１．７ ４．０ －１．７ －１．３ ０．９ －１．１ －０．５ １．０ ０．４ １．５ ０．０

极大风速

（米／秒）
风速　 １０．１ １５．２ １５．８ １１．１ １２．６ １１．８ １４．２ １５．０ １０．２ ９．３ １１．２ １４．９ １５．８

风向　 ＮＥ ＮＮＥ ＮＥ Ｎ ＮＥ Ｗ ＳＳＷ ＳＥ ＮＷ ＮＥ ＮＥ ＮＮＥ ＮＥ

日０２～０３时出现在黄陂滠口站。
连阴雨。全年共发生 １５次连阴雨

天气，几乎每月均有发生。其中，梅雨期

的７月２～１９日出现了持续日数达１８天
的重度连阴雨天气。１月上旬及下旬前
中期出现持续阴雨寡照天气过程，对在

园蔬菜生长发育、采收上市有一定不利

影响，也易导致病害的流行。９～１１月阴
雨天气对中稻、夏玉米收晒和油菜播种

出苗不利，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中稻穗上

发芽等现象，同时，不利于油菜小麦和蔬

菜的生长发育。

夏季高温。夏季武汉市高温（日最

高气温≥３５℃）日数１２～２０天，主要集
中于盛夏期。武汉站高温日数１２天，其
中，３７℃以上 ３天；极端最高气温为
３７．５℃。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和市民生
活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同时给能源和

医疗等资源也带来了一定压力。

大雾天气。全年武汉市雾日２５（黄
陂）～５９（武汉）天，较常年偏多 １１（黄
陂）～４２（武汉）天，其中，江夏居历年第
１位，黄陂、新洲位居第２位。全年霾日
为１９（江夏）～３７（武汉）天，与常年同期
相比，除江夏偏少 １７天外，其余各站偏
多１９（黄陂）～２５（武汉）天，其中，蔡甸
居历年第４位，黄陂居历年第５位，武汉
居第９位。１月４日、１月１２日、２月１３
日、２月２２日、５月１５日、１０月２６日武
汉市大雾天气致使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

临时关闭、部分交通路段实行临时管制，

公交暂停营运，给城市交通带来不利影

响，给市民出行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威

胁，也给抗疫物资运输造成了一定影响。

１２月２６～２８日，武汉出现重度污染天
气，ＡＱＩ指数维持在 ２００以上量级。２８

日晚上随着地面强冷空气南下，武汉空

气质量才得以有效改善。重污染天气给

市民身体健康带来一定影响。

（姚望玲）

【地震情况】　据史料记载，武汉地区自
１３４５年以来发生大于３级、小于５级的
地震共３１次，平均２０年左右一次，虽然
没有发生过破坏性地震，但曾遭受域外

２８次中强地震的袭击。１９９９年以前，湖
北省内共有１１次４．５级的中强地震波及
武汉，其中，强度最大的一次是 １９３２年
发生于麻城黄土岗的６．０级地震。省外
共有１７次强震波及武汉，如１９８６年，台
湾花莲发生７．６级地震，武汉有强烈震
感；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６日，台湾海峡南部７．３
级地震，武汉近百栋高楼发生摇撼；１９９９
年，台湾发生百年最大地震，再次波及武

汉。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２６日，江西九江发生
５．７级地震波及武汉。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
１４时２８分０４秒，四川汶川县发生８．０级
地震，武汉有明显震感，这是７０年来对武
汉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２０１０年４月６
日２２时５４分２３秒，在武汉市蔡甸区军山
镇（东经１１４．０９°、北纬３０．４３°）发生２．２级
地震，武汉市局部地区有震感。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２６日１８时３６分在湖北孝感应城市
（北纬３０．８７°、东经１１３．４０°）发生４．９级地
震，武汉有震感。武汉已被列为１３座国
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之一。

（孙　毅）

经济社会发展

【概况】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ＧＤＰ）１５６１６．０６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下降４．７％。实现第一产业
增加值４０２．１８亿元，下降３．８％；第二产业
增加值５５５７．４７亿元，下降７．３％；第三产
业增加值９６５６．４１亿元，下降３．１％。三次
产业结构由２０１９年的２．３∶３６．９∶６０．８调
整为２．６∶３５．６∶６１．８。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２２．８１万人，比上年下降５．９％。年末城
镇登记失业率３．０４％。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１４９．８４
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０．９％。全年限上企
业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增长７．６％，占限
上社零总额的２６．０％，占比较上年提高
５．０个百分点。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２．４％。截至年末，全市市场主体
１４１．３２万户，比上年增长８．６％。其中，企
业６１．０１万户，增长９．５％；个体工商户
７９．８０万户，增长７．９％。全年新登记市场
主体１８．６５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９．４６万
户，新登记个体工商户９．１５万户。

【农业】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农林牧渔及服
务业增加值４２３．９４亿元，比上年下降
３．７％。主要农产品中，粮食产量８９．６０万
吨，增长１．１％；禽蛋产量１０．４７万吨，增长
１２．３％；牛奶产量１．３９万吨，增长３２．９％；
蔬菜产量７７７．５２万吨，下降０．３％；水产品
产量４２．６７万吨，下降３．４％；生猪出栏
１１３．９４万头，下降３２．４％。全市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６９２１家，增长８．１％。涉农
电商交易额２０１９．８亿元。

【工业和建筑业】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工业
增加值４０８５．４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９．３％。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６．９％；
烟草制品业增长６．２％，计算机、通信和其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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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武汉市三次产业结构示意图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武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示意图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示意图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２．４％，医药制造业
增长１．４％，汽车制造业增加值下降４．１％，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下降６．２％，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１１．７％。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制造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别增长４．７％和
０．８％，增速分别高规上工业增加值１１．６和
７．７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
计１８１９２．２３亿元，增长１０．３％；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成本８１．７７元，较上年下降０．２６元。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１４８３．４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１％。全年具有总承
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完

成建筑业总产值１０５９１．５９亿元，继续保
持万亿元以上，增长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固定
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比上年下降

１１．８％。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１５．２％；第二产业投资下降２０．２％，其
中，工业投资下降２０．４％；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８．８％，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１６．７％。民间投资下降１８．８％，占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４７．０％。

【房地产开发】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房地产
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６．４％。其中，住宅
投资下降１０．３％，办公楼投资增长
１９．１％，商业营业用房投资下降１１．３％。
全市房屋施工面积１５５６５．８９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１４．８％。其中，本年新开工
面积３６６８．７９万平方米，增长６．９％。全年
房屋竣工面积７７７．８６万平方米，增长
１１．５％。全年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
分别完成０．９７万户、１．７３万户。保障性
住房投资１１５．８７亿元，建成保障性住房
２．２１万套，筹集租赁房６．９３万套。

【对外经济和招商引资】　２０２０年，武汉
地区进出口总额２７０４．３０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８％。其中，进口１２８２．６０亿元，增长
１９．０％；出口１４２１．７０亿元，增长４．３％。
一般贸易进出口１８２６．４０亿元，增长
３．５％；加工贸易进出口３８６．３０亿元，下降
７．６％。全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１４６９．１０亿元，增长７．３％。跨境电商交易
额３．３１亿美元，增长７７．０％。对外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４４．２７亿美元，增长
０．８％。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１１．６５亿美
元，下降９．３％。新引进世界５００强、中国
５００强及跨国公司产业研发机构２３家。
累计引进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３０６家。

【金融】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金融机构（含
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３１００５．８９亿元，比
上年 增 长 ８．２％。其 中，住 户 存 款
１０３４９．５４亿元，增长１５．１％；非金融企业
存款１３６０７．６４亿元，增长１０．６％。年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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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 （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

３６８８５．９７亿元，增长１４．８％。其中，消费
贷款９１１０．７５亿元，增长１０．５％。中小微
企业本外币贷款１２２８３．７９亿元，增长
１６．６％。年末总部设在武汉的金融机构
３１家；在汉设立或筹建后台服务中心的
金融机构３３家；上市公司８３家，其中，境
外上市公司２０家，境内上市公司６３家。

全年实现保险保费收入８３５．６６亿
元，增长８．９％。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１８２．４１亿元，下降８．０％；人身险保费收入
６５３．２５亿元，增长１４．８％。全年各类保险
赔付支出２２１．８６亿元，增长７．２％。其中，
财产险赔付１１４．４６亿元，增长９．３％；人身
险赔付１０７．４０亿元，增长５．１％。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　２０２０年，武汉
市社会物流总额４．１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全年完成货运量６３６４３．８４万吨，
下降５．８％；货物周转量４０５０．５４亿吨千
米，增长３．９％。全市民用航空航线 １２４
条，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１６条；国内航
线１０８条。中欧（武汉）国际班列到达国
家１２个，比上年增加１个；到达城市２１
个，比上年增加 ２个。全年旅客运输量
１０６５６．０８万人，旅客运输周转量５８２．９４亿
人千米。年末全市民用汽车拥有量

３６５．５５万辆，比上年增加２８．４２万辆。年
末轨道交通线路长 ４１０千米，增长
５．７％。地铁运营总里程３６０千米，增长
６．２％。轨道交通客运量６２１６０．１万人次，
占公共交通客运量比重５２．０％。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２４３．４２亿元，
比上年下降６．４％。邮政业完成快递业务
量１１．０亿件，下降２．７％；快递业务收入
１１０．２亿元，下降４．１％。全年完成电信业
务总量１３２２．７１亿元，增长２１．４％。电信业
务收入１５２．１５亿元，增长０．２％。年末移动
电话用户１５５７．３７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
１４０．５４部／百人；互联网用户４７９．５３万户，
增长４．３％；固定电话用户１５６．４５万户，固
定电话普及率１４．１２部／百人。

【文化旅游】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共有市直
公共图书馆２个，藏书４８２．７０万册，接待
读者２４５万人次，线上开展活动１１１８场，
线上接待读者１１８０万人次；市直博物馆
１０个，接待观众１４０．９１万人次，线上接待
观众１亿人次；市直群众艺术馆１个，演
出９２场次；艺术表演团体８个，新排上演
剧目１３台，获国家奖７个。全市 Ａ级旅
游景区４７个，比上年增加３个，旅游厕所
６７３座，星级以上宾馆５７家。全年旅游
总人 数 ２５９１１．９０万 人，旅 游 总 收 入
２９０６．２９亿元。开展“惠游湖北·打卡大
武汉”活动，３０家收费 Ａ级景区实行免
门票开放，活动期间入园游客１４０２．４３万
人次，其中，省外游客３３７．２２万人次。

【教育和科学技术】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在
校研究生１６．４８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０．３％；
本专科在校生１０６．７２万人，增长６．０％；中
等职业教育在校生８．０４万人，增长
０．９％；普通中学在校生３６．３４万人，增长
５．７％；小学在校生６５．４５万人，增长
５．０％；幼儿园在校生３５．７３万人。

全年武汉地区科技研究机构 １０１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２７个，国家工程实
验室３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９
个；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２９人，中国工
程院院士 ４１人。全年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２３８３５项，比上年下降５．０％；技术合同
成交额９４２．３０亿元，增长１２．０％。全年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４０２３．１０亿
元，比上年下降０．２％，占 ＧＤＰ比重
２５．８％，比上年提高０．１个百分点。

全年专利申请量 ９３９５０件，授权量
５８９２３件，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１．９％ 和
５０．１％；发明专利申请量３４６３５件，授权量
１４６６７件，分别增长４．３％和２４．８％。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５１．８７件。国际 ＰＣＴ
专利申请量１３８９件。

【卫生体育】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共有卫生
事业机构６４４６个，床位９．３８万张；卫生技
术人员１１．５２万人，比上年增长０．９％。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４．１９万人，护师、
护士５．７３万人。年末共有三级医院６６
个，卫生防疫、防治机构３１个，妇幼保健
院所１６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１２２个。
全年公民无偿献血１７．４万人。人均期望
寿命８０．５７岁。

年末全市共有体育场馆 １５８个，体
育场地面积２３４９．８１万平方米；等级运动
员发展人数 ３４８人，优秀运动员 ７２人。
全年共举办２０２０姚基金篮球慈善赛、全
国花样游泳锦标赛、全国风筝邀请赛、武

汉水上马拉松等９项国家级大型赛事活
动。全年体育彩票销售额２３．９４亿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

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５３１．０２万人、５０４．９７
万人、２７７．０６万人、３３３．２４万人和２８３．１６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３．７％、５．０％、
０．１％、７．２％和４．４％。社会保险新增扩
面５４．１７万人。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
９９．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
上调１６７．３４元。

全年拥有社会福利机构 ２７５个，床
位４８６０６张。全市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人数５．１５万人，累计支出６．５１亿
元。全市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

数５．９０万人，累计支出６．４１亿元。全年
新改扩建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１６５家。

【生态环境】　２０２０年，武汉市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１１．８万吨，比上年下降２．７％；
二氧化硫排放量５．４８万吨，下降１５．０％；
氨氮排放量１．４３万吨，下降２．９％；氮氧
化物排放量８．７４万吨，下降１３．９％。全年
环境空气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值
３７微克／立方米，下降１７．８％。全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３０９天，比上年增加６４天，
空气质量优良率８４．４％。全年水质优良
（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９０．９％。

全市建成区绿地面积３０１６２．４５公顷，
比上年增长２．８％。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４．０４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４１．１％。
全年新增绿地７６２．２５万平方米，新建绿道
１３４．８１千米，新建公园１２个。公园总数１０１
个，总游人量超过６０００万人次。

（市统计局）

区域经济合作

【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　２０２０年，武汉
市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发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

核心城市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深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

协调机制不断完善。积极推动长江

中游城市群城市合作秘书处与长三角区

域合作办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印发

《关于加快落实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

市第七届会商会议定事项的通知》，建立

健全专题合作组工作机制，推进重点领

域合作。顺利完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

合作秘书处换届工作，研究制订《长江中

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观察员城市工

作章程》。

基础设施加快互联互通。合武（合

肥—武汉）高铁加紧可行性研究编制，武

阳高速（起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凤凰山互通，止于武汉至阳新高速公路

黄石段，主线长约３４．２９千米）加快推进，
年内武汉段１６．７３千米基本建成。基础
设施对区域发展的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

力不断增强。

协同创新平台逐步完善。成功组建

武汉、南昌、长沙、合肥 ４省会城市新型
研发机构联盟，入盟新型研发机构 ３０
家。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大型仪器

设备共享子平台建设进入试运营阶段，

收录大型仪器１９０７台套，长江中游城市
群创新要素流动进一步加快，重点科研

项目协同攻关稳步推进。长沙、武汉、南

昌、合肥等城市运用“５Ｇ＋区块链”跨省
远程异地评标，加快推动长江中游城市

群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功举办

中国５Ｇ＋工业互联网大会，武汉市、合肥
市、长沙市分别有４个（集成电路、新型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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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规划示意图 （市发改委　供稿）

显示器件、下一代信息网络、生物医药）、

３个（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人工智
能）、１个（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入选国家
第一批６６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名单。

共建共享格局加速构建。公积金异

地贷款全面推广，跨区域合作扩展至四

省２０多个城市。医疗合作更加紧密，长
江中游城市群院前医疗急救联盟成员单

位增至４０个，武汉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
“空地急救站”。聚焦长江流域保护、环

境污染治理、城市湿地保护、气象服务等

内容，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和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环境污染治理需求信息发布

平台建成并投入试运行。文化旅游合作

日趋紧密，武汉旅游一卡通长江中游城

市群签约景区达到１９个，推进四省省会
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共享、联合推介和营

销。就业保障逐步完善，年内出台《长江

中游四省会城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工作

会商制度》，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

城市劳动保障监察一体化发展。

【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武
汉城市圈不断加快同城化发展步伐，积

极推进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区域市场、

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

基础设施一体化成效显著。铁路领

域，武咸、武石、武冈、武孝城际铁路相继

建成通车，武仙城际开通运营，“１小时通
勤圈”已经形成；１２月２０日，长江沿岸铁
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汉揭牌，沿江高

铁武汉至宜昌段、西安至十堰高铁湖北

段启动建设。１２月２０日，首条跨越市域
的地铁１１号线三期葛店段顺利通过初
期运营前安全评估会专家评审，正式具

备初期运营条件。水运领域，武汉新港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１９３．３万标箱。稳定
开行通达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３条近洋航
线，１２月１２日开通日本—武汉—欧洲集
装箱海铁联运国际中转新通道，初步形

成中部陆海联运大通道。公路领域，截

至２０２０年底，汉洪、汉孝、汉麻、汉蔡、武
英、青郑、和左（武汉市和平乡白马洲村

至左岭镇）等７条武汉高速出口路以及
互通的城市圈高速公路已全部通车；武

嘉高速、孝高速、汉孝大道建成，武汉

至大悟高速、武汉至阳新高速开工建设；

长途客运自武汉发往城市圈各城市达到

近２０００班次／日，单日发运量２．３万人次；
武汉至鄂州开通 ３条城际公交；１２月 ７
日，武汉城市圈大通道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航空领域，启动实施空公路转、空铁

联运，在黄石、鄂州等地设立９家异地城
市候机楼。

　　产业布局一体化进程加快。武汉市
三大国家级开发区与周边城市深化“飞

地经济”合作，共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滩工业园”“中国·光谷黄冈产业

园”等２０多个“园外园”，打造光谷科技
创新大走廊、先进制造大走廊、临空经济

大走廊。一大批武汉企业在圈内城市布

局。黄冈已成为中国船舶集团七一二所

最重要的产业生产基地；武船集团与孝

感市在建立军民融合一体化创新示范基

地、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深入合作；禾元生物在仙桃新建国内

规模最大的植物源白蛋白产业基地；长

飞光纤在潜江打造全球最大光纤预制棒

生产基地；东湖开发区４０多家企业在鄂
州葛店高新区投资 ３０多个项目。１３００
余家武汉服装企业入驻汉川，三环内的

１２７家化工企业大部分向应城、云梦聚
集。城市圈成员单位到武汉投资项目８
个，总金额２８．１１亿元。

区域市场一体化积极推进。汉口银

行在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

等６个城市设立１４家营业网点。武汉农
商行在咸宁和黄冈下辖的 １４个县市区
开设支行，并在咸宁和黄冈发起设立了４
家村镇银行，下辖 １７个网点。中信银
行、长江期货、长江证券先后登陆鄂州，

武汉鄂州两地金融系统已基本形成“同

城清算”体系。武商、中百、中商等商贸

企业在周边８市发展连锁经营网点２００
多个。武汉中粮、白沙洲等企业与周边８
市多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组建武

汉城市圈名优农产品营销协会。年平均

向城市圈城市提供农博会展位总面积超

过１０００平方米；帮助孝感、咸宁、天门、
黄石等城市引进蔬菜基地建设、批发市

场建设等农业项目１０余项，合作协议资
金１．５亿元；到孝感、咸宁、黄冈等地共建
水产养殖基地４００公顷，在黄石、咸宁共
建５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带动周边城市
蔬菜基地３．３３万公顷以上，直接解决周
边２０万户菜农销售难问题，年帮销武汉
城市圈蔬菜３亿元以上。武汉城市圈其
他城市企业均可冠“武汉”名登记。

城乡统筹一体化全面铺开。科技领

域，积极对接鄂州、黄石、黄冈、咸宁，编

制《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发展战略规

划》，拟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

业化”梯度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教

育领域，选派１０名优秀教师赴黄冈市团
风县支教。与周边８市联合开展职业教
育招生，全年有万余名城市圈初中毕业

生就读武汉中职学校，并在教学管理、实

训实习、推荐就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人才领域，武汉与城市圈城市间互派多

名处科级干部挂职；建立城市圈劳务合

作交流联盟，创建城市圈人才资源信息

库；与孝感、鄂州实现招聘岗位信息互通

共享，推进武汉城市圈劳动力转移就业。

医疗卫生领域，加快省统筹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试点，建设武汉健康医疗大数据

中心；中南医院与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签约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发挥武汉儿童

医院等医疗机构医疗联盟作用，开展远

程医疗合作和跨区域院前急救合作。

（贺永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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