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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法基础知识!二"

!总第 $%&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作"保障统计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

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

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统计活动#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

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

第三条#国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

第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五条#国家加强统计科学研究"健全科学的统计指标体

系"不断改进统计调查方法"提高统计的科学性#

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推进统计信息搜集!

$$$



处理!传输!共享!存储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

第六条#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

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

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

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

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

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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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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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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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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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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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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

同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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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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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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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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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