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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基础知识!三"

!总第 #&'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七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

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

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八条%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任何单位

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 对检举有功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

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晋升#

第二章%统计调查管理

第十一条%统计调查项目包括国家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

计调查项目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全国性基本情况的统计调查项目#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业性统计调查项

$#$



目# 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的地方性统计调查项目#

国家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

目应当明确分工"互相衔接"不得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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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 !$-*

第一产业 万元 #"&"' +-+

%第二产业 万元 &"$*+! #+-(

%第三产业 万元 $#"*)! $"-)

农业总产值 万元 !$("& #!-$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万元 #)(+(+* &"-+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 $+-"

限上批零住餐业销售额 万元 !#''") *"-+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 #&*-+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万元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 ((-*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铁路& 万元 $!-"

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径& 万元 #!!'&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

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 !$-'

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 $!-"

注'#-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季度统计#

!-

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



财%%政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月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 $!-#

%%其中'#!税收收入 #"'#' $!'&! &(-"

!!非税收入 $!$& +')!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 .!-&

%公共安全支出 !"! )(# .#)-*

%教育支出 #!*+ #&$'# ##-&

%科学技术支出 $' )** .&(-+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 #+"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 ))'! .$-*

%卫生健康支出 #!)' ($&! .#!-&

%节能环保支出 (# *$

%城乡社区支出 #!# !")( $-$

$!$



金%%融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月末

余%额

比上月

末增减

比年初

增%减

增%长

%,&

期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 ###+!# !&)()$ #!-*

%人民币存款余额 !#(*#*' ##&)+* !($!(# #$-$

期末金融机构本外币住户存款余额 ##(*(') !*#*& *'#)+ *-#

%人民币住户存款余额 ##()*+! !*#"# *'!*$ *-!

期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 !+++( #!+''* )-)

%人民币贷款余额 !"*#(&! !*&() #!*&!$ )-)

指标名称 本%月
增%长

%,&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 (-& #$'!+* .!-&

金融机构现金支出 &!++) &-' #$'#+) "-(

货币净回笼% .&净投放% /& .''"$ . .#"! .

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长系月末余额与年初余额之比#

$$$



各镇!乡#街道"财政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月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一!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 )'(*) !)-*

万安街道 '"+& !)+&( &&-#

双阳街道 &'"$ #!'$+ $$-&

河市镇 #('& '"(* $"-)

马甲镇 ##") &"*( .#'-!

罗溪镇 &+$ #!&' !#-'

虹山乡 !!) +"" #'-$

区%直 &'!* #&)#! #$-!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 $!-#

万安街道 (!'* #)&'" )"-#

双阳街道 !+#+ '&)& $+-*

河市镇 *** $*"* !)-#

马甲镇 '#! !#+& .#!-"

罗溪镇 $') '$+ (#-"

虹山乡 ##) &&& #&-*

区%直 $))! ##$*( ##-+

$&$



各镇!乡#街道"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规 模 以 上

工业总产值

增%长

%,&

合%%计 #)(+(+* &"-+

万安街道 &'"'&! $*-&

双阳街道 (!&&"+ &!-'

河 市 镇 (+!+*# $'-*

马 甲 镇 $#+() ##&-(

罗 溪 镇 $+(#" ((-(

虹 山 乡 " .

注'除合计数外"比增均用现价计算#

$($



年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及以上的

工业法人企业产值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月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合%%计 +")*** #)(+(+* &"-+

在总计中'大中型企业 $)(!(" )+"(+! $"-$

在总计中'机械装备 !(($## &"*"!+ $(-*

纺织鞋服 #)$((+ $$&&!) $*-+

工艺制品 #'(!(( $!$$&# $&-$

一!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 #$#!+$! $*-+

重工业 !"*(*$ $&)))) &*-+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 " .

股份合作企业 " " .

股份制企业 ('"&&' #"#"!$+ ("-'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 )$++(' !'-&

其他经济类型 &'+# +&"# '!-*

注'除合计数外"比增均用现价计算#

$)$



年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及以上的

工业法人企业销售产值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月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产销率

%,&

合%%计 **#(## #)!'+#) $+-# +*-#

在总计中'出口交货值 !''$&! (&+++" $!-& .

在总计中'大中型企业 $(&"*( )''+'( !*-) +*-!

在总计中'机械装备 !&(&'# $+(*'& $!-' +'-"

纺织鞋服 #)""!$ $$#"$" $'-" ++-"

工艺制品 #)()*+ $###$$ $#-' +)-!

一!按轻重工业分

轻工业 )*!('& #!+$#&+ $'-) +*-(

重工业 #+*+$' $$&')' &(-$ +)-)

二!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 " . .

股份合作企业 " " . .

股份制企业 (((")# +*+**" &*-' +*-"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 )!*++! !(-+ +*-$

其他经济类型 &)&# +"&& '!-! +)-!

$'$



对 外 经 济
%

指标名称 单%位 本%月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新批三资企业数 家 # !

增资三资企业数 家 " "

投资总额 万元 " ($+

合同利用外资 万元 " ($+

实际利用外资%验资口径& 万元 " #!!'& .(!-*

三资企业总产值 万元 +##'" !&"))+ (-"

投产开业数 家 " "

进出口商品总值%海关口径& 万元

%0进口商品总值 万元

% 出口商品总值 万元

$*$



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万元!万平方米

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

%项目投资%("" 万以上& #"-+

%%工业投资 *#-"

%房地产开发投资 ()-*

商品房施工面积 !#*-!$ $-+

商品房销售面积 #$-#! #&*-+

%0住宅 #!-)' #("-(

商品房销售额 #$)*+* #)&-'

%0住宅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本月止

累%计

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按行业分

#-批发业 *')( !'-(

限额以上

限额以下 *')( !'-(

!-零售业 #(*&'! (+-'

限额以上 '*$'! ##(-!

限额以下 *"#"" !'-(

$-住宿餐饮业 #'!') $+-+

限额以上 !"&' &"&-!

限额以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