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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

策部署，采取一系列促投资的政策措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聚

力重大项目建设，以创新为引领，以保障民生建设为重点，推动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显著

提高，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一、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发展战略全面贯彻落实，横琴、前海两个合作

区建设深入推进，为投资发展带来新机遇和广阔空间。2013—

2021 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2.0%。 2013—2015 年，

在一系列鼓励扶持民间投资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民间投资占比突

破六成，推动全省投资增速连续三年保持15.0%以上；2016—2017

年，在《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的带动下，制造业投资总量突破万亿元，全省投资增速由

10.0%提升到 13.5%；2018—2019 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固定资产投资紧紧围绕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的总体

要求，着力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增

速，年均增长 10.9%；2020—2021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

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广东以“两新一重”项目为

发力点，稳投资政策落地见效，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为稳住全省

经济大盘发挥重要作用。（见图 1）



图 1 2012 年以来全国及广东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贡献率。2013

—2021 年
①
，广东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49.4%，

高于最终消费支出 3.3 个百分点；平均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3.5 个百分点，高于最终消费支出 0.4 个百分点，有效投资与消

费升级良好互动的局面逐步形成。

二、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产业投资结构优化升级。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投资

基础进一步巩固。2013—2021 年，广东第一产业投资年均增长

9.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建设。

2013—2021 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 10.3%。智能机器人、新

能源汽车、集成电路（芯片）、高清视频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①
2021 年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数据采用快报数。



成为引领工业增长的生力军，带动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2013

—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 15.4%，高于同期制造业

投资 6.0 个百分点。广州粤芯半导体 12 英寸集成电路、富士康

第 10.5 代 TFT-LCD 显示器件、乐金第 8.5 代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显示器件、深圳华星光电第 11 代 TFT-LCD 及 AMOLED 新

型显示器件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2.7%，

占全部投资比重由 2012 年的 65.3%提高至 2021 年的 74.6%。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年均增速均高于同期固定资

产投资。

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民间投资领域和

范围不断拓宽，投资总量稳步扩大，是投资增长的主力军。2013

—2021 年，广东民间投资年均增长 12.7%，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

资 0.7 个百分点，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52.9%，其中民间制造业

投资年均增长 11.0%。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两新一重”项目建设，

成为投资新的增长点。

区域投资协调性提高。2013—2021 年，珠三角核心区投资

年均增长 11.8%，占全省比重由 2012 年的 72.4%提高至 2021 年

的 76.1%，随着“双区”“两个合作区”建设向纵深推进，珠三

角核心区发展能级不断提升。沿海经济带投资年均增长 13.1%，

高于同期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1.1 个百分点，海上风电、核电、绿

色石化、海工装备等产业向沿海经济带加快布局建设，陆续引进



巴斯夫、埃克森美孚、中海壳牌等百亿美元大项目，产业支撑不

断强化。北部生态发展区投资年均增长 10.0%，公共服务和公用

设施短板加快补齐，绿色发展稳步推进，对接大湾区的“大农场”

“后花园”“康养地”正在逐步形成。

三、工业投资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投

资呈现出结构加速优化、动能加快转换的良好局面。2013—2021

年，广东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10.3%，其中，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

9.4%。

多元化能源供应格局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着力

构建高质量绿色低碳能源保障体系，已基本形成煤炭、石油、天

然气、新能源全面发展的多元化能源供应格局。2021 年，省内

电源装机容量 1.57 亿千瓦，西电东送送电能力约 4500 万千瓦。

2013—2021 年，广东水力、风力、核力、太阳能等发电投资年

均增长 13.2%，占全部电力生产投资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60.9%

提高至 2021 年的 73.7%；其中风力发电年均增长 33.2%，占全部

电力生产投资的 52.0%。海上风电迎来高速发展期，中海油粤东

LNG 接收站、阳江核电、台山核电建成投产，惠州太平岭核电、

陆丰核电、廉江核电开工建设。火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闭大

批能效低、污染重的小火电机组，对现有机组进行技术改造，大

规模发展超临界机组，火力发电投资年均增长 5.1%。油气管网

规模不断提高。管道运输投资年均增长 26.6%，天然气供应能力



达 478 亿立方米/年，全省油气管道总里程 6661 公里。

装备制造业、石化产业投资成绩斐然。2013—2021 年，广

东装备制造业年均增长 15.2%，占制造业投资比重由 2012 年的

32.8%提高至 2021 年的 47.5%。石油及化学投资年均增长 15.3%，

现代石化产业链投资加快形成。惠州中海壳牌二期、揭阳中委炼

油、惠州埃克森美孚乙烯、湛江中科炼化、惠州中海壳牌开工建

设或陆续投产。湛江巴斯夫一体化、惠州恒力 PTA、中海壳牌惠

州三期 2021 年开工建设。

制造业技术升级改造加快。广东先后在 2015—2017 年、2018

—2020 年开展两轮工业技术改造，推进工业企业扩产增效，深

化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发展。2013—2021 年，广东制造业技

改投资年均增长 15.9%，高于同期制造业投资 6.5 个百分点。智

能化生产、工艺装备改进、节能减排、产品升级换代等重点领域

技改投资成效显著。华星光电在广州、深圳、惠州多条新型显示

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产能提升项目建设投产。

四、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3—2021 年，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 12.6%，高于同期固定资

产投资 0.6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24.2%提高至 2021 年的 26.3%。

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2013—2021 年，铁路运输业年均

增长 15.4%，赣深高铁广东段开通运营，实现“市市通高铁”；



道路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 13.1%，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1.1 万公里。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建成通车，深中通道、黄茅

海跨海通道开工建设；轨道交通建设迈上新台阶，城市轨道运营

里程达 1137.5 公里；水上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 7.5%，广州港南

沙港区三期工程、湛江徐闻港客货滚装码头等建成投入使用，港

口航道能力进一步增强；航空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 5.2%，湛江

吴川机场、韶关丹霞机场顺利建成，惠州机场扩容扩建和揭阳潮

汕机场飞行区扩建完成，广州白云机场三期、深圳机场三跑道扩

建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

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等领域投资取得新成效。水利基础设

施网络更加完善，2013—2021 年，水利管理业投资年均增长

7.8%，韩江高陂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一

期建成，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先后开工建设，粤东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二期加快实施，珠三角

水利现代化体系和粤东西北水利综合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环境治

理和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年均增长

15.1%，茅洲河、练江等重点流域治污实现历史性突破、水质显

著好转，基本消除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城市基础设施

日益完善。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年均增长 14.1%，2021 年，全省

城市（县城）污水处理能力达 2947 万吨/日，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的领先地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从 2018 年不足 20%提高到目

前近 50%。



新型基础设施设加速推进 。2021 年，以“信息、融合、创

新”为特征的新基建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51.3%，占同期项目投资

总量的 3.0%。5G 网络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增长。2021

年，全省新建 5G 基站 4.67 万座，累计达 17 万座，居全国第一。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扎实推进，首台散裂中子源装置 2018 年

在东莞投入运行。江门中微子实验站，中科院加速器驱动嬗变研

究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散裂中子源二期，人类细胞谱

系大科学研究设施、深圳鹏城云脑Ⅱ扩展型、合成生物研究装置、

脑解析与脑模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建设。

五、社会领域投资投入持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着力补短板、惠民生，社会

领域投资快速增长。2013—2021 年，广东社会领域投资年均增

长 18.5%，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 6.5 个百分点，占同期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由 2012 年的 3.5%提高至 2021 年的 5.6%。

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13—2021 年，教育业投资年均

增长 19.6%，2021 年 9 所高校（校区）落户粤东西北地区，基本

实现本科高校、高职院校、技师学院地市全覆盖；深圳高等教育

建设跑出“深圳速度”，哈工大（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中山大学·深圳、深圳技术大学先后建成完工并投入使用；乡村

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两类学校”建设力度空前，不断

增加幼儿园中小学学位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公办园和普惠性民

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提高至 78%。



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快速增长。2013—2021 年，广东卫生

和社会工作年均增长 20.2%，三甲医院实现地市全覆盖，大批医

院新建、扩建工程启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广州

呼吸中心、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投入运行，深圳市新华医院、中山

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等医院开工建设。

文化体育等投资供给持续增加。2013—2021 年，广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年均增长 12.7%。2021 年，全省各类体育场地设施

数量约 31 万个，场地面积约 3.22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超 2.5 平方米，城乡“15 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建成汕头亚

青会馆等多座体育场馆。珠海歌剧院、广州美术馆、珠海长隆国

际海洋度假区建成投入运行，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广州国家

版本馆、广东画院、广东美术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广东文学馆“三馆合一”工程等文化设施基本建成或投入使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成效显著，

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广东将继续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双区”建设、横琴和前海两个合作

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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