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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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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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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制度由福建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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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实施范围 

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为辖区范围内除城区以外的全部县级行政单位，包括县、县级市

和辖区范围内有一个及以上乡（镇）的区。由各县级统计局按所在地原则，根据本县（市）各部门、各

系统现有资料整理填报本行政区的资料，凡在辖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论其行政隶属于哪

一级均应包括在内。 

（二）填报说明 

1.填写本报表之前，填报人员应了解和熟悉报表中所列指标的含义、范围、计算方法及指标的资料

来源和搜集方法。在此基础上将资料收集齐，并进行试填，试填无误后，方可填写。填好以后，填报单

位(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对本报表中需要说明的指标和问题，应附报一份填表说明。 

2.本报表所列指标，要如实填报，不得漏填。无法取得该项指标数据的，为空。在联网直报平台的

“企业用户说明”中写明原因。 

3.在填写报表中，除有特别说明外，计量单位为“平方公里、万人、万元、公顷、吨、千册、%”

的指标取一位小数，其余指标均取整数。 

4.本报表所列指标的计算单位均采用法定计量单位，要严格执行，不得修改。如与当地习惯计量单

位不一致，必须按本报表统一要求的计量单位折算填报。 

5.本报表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指标编码，各级统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 
6.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中，粮食和畜牧业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各调查队反馈为准。 

（三）报送时间和方法 

县 (市 ) 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表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 18： 00 时前网上直报 (网

址:http://www.lwzb.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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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 

单位 

报送日期 

及 方 式 

省级统计机构 

数据审核验收、 

上报截止时间 

页码 

G301-2 表 
县（市）社会 

经济基本情况 
年报 

全省所有的县、县级市

和辖区范围内有一个 

及以上乡（镇）的区 

县（市）统计

局 

2022 年 6 月 25

日 18：00 时前网

上直报 

2022 年 6 月 30 日

12：00 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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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 查 表 式 

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表    号： Ｇ ３ ０ １ － ２ 表 
 制定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省(区、市)          市           县(市) 文    号： 国统字〔2021〕117号 
行政区划代码    □□□□□□  ２０  年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  码 数  量 

甲 乙 丙 1 

一、基本情况 — —  

行政区域面积 平方公里 1  

乡 个 2  

镇 个 3  

街道办事处 个 4  

二、人口与就业 — —  

户籍户数 户 5  

户籍人口 人 6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人 7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人 8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人 9  

三、综合经济 — —  

（一）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10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11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12  

      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13  

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增加值 万元 14         

（二）财政、金融 — —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1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16  

其中：教育支出 万元 17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1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万元 1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20  

卫生健康支出 万元 21  

农林水支出 万元 22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万元 23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万元 24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万元 25  

四、农业 — —  

（一）生产条件 — —  

耕地面积 公顷 26  

设施农业种植占地面积 公顷 27  

设施林业经营占地面积 公顷 28  

设施畜牧养殖占地面积 公顷 29  

设施水产养殖占地（水面）面积 公顷 30  

耕地灌溉面积 公顷 31  

高标准农田面积 公顷 32  

（二）农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 33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 34  

  其中：稻谷 公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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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小麦 公顷 36  

        玉米 公顷 37  

        大豆 公顷 38  

油料播种面积 公顷 39  

棉花播种面积 公顷 40  

糖料播种面积 公顷 41  

蔬菜播种面积 公顷 42   

（三）农产品产量 — —   

粮食总产量 吨 43   

  其中：稻谷 吨 44   

        小麦 吨 45   

        玉米 吨 46   

        大豆 吨 47   

油料产量 吨 48   

棉花产量 吨 49   

糖料产量 吨 50   

园林水果产量 吨 51   

肉类总产量 吨 52   

其中：猪肉 吨 53  

牛肉 吨 54  

羊肉 吨 55  

禽肉 吨 56  

禽蛋产量 吨 57   

奶类产量 吨 58   

蔬菜产量 吨 59   

水产品产量 吨 60   

（四）农产品质量 — —   

“两品一标”农产品 个 61   

“两品一标”农产品基地面积 公顷 62   

五、工业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 63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64   

  其中：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万元 65   

六、交通、通讯 — —   

公路里程 公里 66   

固定电话用户 户 67   

移动电话用户 户 68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户 69   

七、贸易、外经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70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71   

亿元及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个 72   

出口总额 万美元 73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 万美元 74  

八、固定资产投资 — —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75   

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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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  码 数  量 

甲 乙 丙 1 

九、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 —  

普通中学 所 77  

小学校 所 78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 人 79  

小学专任教师 人 80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人 81  

小学在校学生 人 82  

全年专利授权 件 83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千册 84  

剧场、影剧院 个 85   

体育场馆 个 86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张 87   

卫生技术人员 人 88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人 89   

十、居民生活 —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93   

  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元 94  本指标免报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元 95  本指标免报 

十一、社会保障 — —   

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个 96   

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床位数 张 97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98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99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100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101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 102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103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104   

十二、附记指标 — —   

森林面积 公顷 105   

自然保护区面积 公顷 106   

污水处理率 % 107   

其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10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9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 110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111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112  

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 113  

涉农产业园区 个 11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由各县（市）统计局填报。 

2.统计范围是全省所有的县、县级市和辖区范围内有一个及以上乡（镇）的区。 

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值保留 2 位小数。 

      4.报送时间及方式为 6月 25日 18：00 时前网上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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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面积  指辖区内的全部陆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包括耕地、荒山、荒地、山林、草原、滩涂、

道路和建筑物占地等陆地面积，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 

乡  指本辖区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乡一级行政区划。 

镇  指本辖区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镇一级行政区划。 

户籍户数  指年末户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户数，即公安部门户籍户数。 

户籍人口  指年末户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即公安部门户籍人口。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指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员。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指主要从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的人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指主要从事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人员。 

地区生产总值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三次产业划分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三次产业的划分标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

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

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属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

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

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增值税 50%部分，纳入共享范围的企业所得

税 40%部分，个人所得税 40%部分，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地方非税收入等。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支出，地方统筹的各

项社会事业支出等。 

教育支出  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包括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

视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其他教育支出等。 

科学技术支出  反映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包括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

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科技交流与合作、其他科学技术支出等。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反映政府在文化、旅游、文物、体育、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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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支出，包括文化和旅游、文物、体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民政管理事务、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企业改革补助、就业补助、抚恤、退

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其他生

活救助、退役军人管理事务、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 

卫生健康支出  反映政府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包括卫生健康管理事务、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公共卫生、中医药、计划生育事务、其他卫生健康支出等。 

农林水支出  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水利、扶贫、农村综合改革、

其他农林水支出等。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指企业、机关、团体和居民根据可以收回的原则，把货币存入银行或

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定利息的年末货币总量。 

住户存款余额  指住户在某一时点上,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本（人民币）、外币储蓄存款总额。

不包括住户的手存现金和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团体等单位存款。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指年终时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根据必须归还的原则，按一定利率，为

企业、个人等提供资金贷款的总额。 

耕地面积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耕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

休耕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

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米，北方宽度＜2.0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

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临时种植果树、茶树和林木且耕作层未破坏的耕地，以及

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设施农业种植  指利用特定的设施（连栋温室、日光温室），人为创造适用于作物生长的环境，以生

产优质、高产、稳产的蔬菜、花卉、水果等农产品的一种环境可控制的种植活动，包括滴灌节水技术农

业、现代灌溉设施农业和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先进农业机械从事高技术、精细、科技、高效的农业活动；

不包括仅提供大棚，无其他光照、保温、栽培、灌溉、施肥等技术措施的设施种植。 

设施林业经营  指利用现代设施从事林业经营活动，包括滴灌节水的林业经营活动。 

设施畜牧养殖  指应用现代化、自动化、智能化设施装备的畜禽养殖活动。即以自动化养殖设施、

饲料散装配送设备等为重点，配备栏舍智能化环境控制、饲喂、性能测定和防疫消毒、畜禽排泄物处理

等设施设备，大力推行饲料散装配送，加快散装饲料运输、储存、检验检测等设施的饲养、养殖活动。 

设施水产养殖  指利用特定的设施（循环水、工厂化、网箱、围栏、养殖工船等），在人为创造的

适合水生动物生长的环境中，开展的一种环境可控的水产养殖活动。养殖面积无法换算的不统计养殖面

积。 

耕地灌溉面积  指实际耕种的耕地面积中灌溉工程设施基本配套，有一定水源、土地较平整，一般

气候条件下当年可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一般情况下，耕地灌溉面积应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

套，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 

高标准农田面积  指通过由项目主管部门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14）标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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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后的农田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  指本年度内收获农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

本年内收获的农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播种面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年收获的农

作物面积。移植的农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植前的秧田、畦田等面积。多年生作物，

即播种后可连续生长多年的缩根性草本植物，如有些麻类、中药等作物的播种面积，按本年新增面积加

往年的连续累计面积计算。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新补或

改种，并在本年收获的，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积，

如果完全混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

每种一次计算一次。再生稻、再生高粱、再生烟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算入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指本年度内收获的粮食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

凡是本年内收获的粮食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当年播种面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

年收获的粮食作物面积。移植的粮食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植前的秧田面积。如果因

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新补或改种，并在本年收获的，也要按复

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积，如果完全混合、同步生长、收获

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每种一次计算一次。再生稻、再

生高粱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计入播种面积。 

蔬菜播种面积  指本年度内收获的蔬菜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露地或设施）上的种植面积。

复种、套种的蔬菜，按次数计算面积，种植一次（茬）计算一次。间种、混种的蔬菜，按每一种作物所

占面积的比例折算，在完全混合、同步生长的情况下，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多年生的蔬菜，其面积等

于本年新植面积加上以往种植存活到本年的面积之和,不论本年是否收获均应计算面积，不论一年内收

获几次都只计算一次面积。出现灾毁情况时，原来的种植面积不变，如有改种，年内收获的，则再算一

次改种的面积。 

粮食总产量  指本年度内生产的全部粮食数量。按收获季节包括夏收粮食、早稻和秋收粮食，按作

物品种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其中谷物包括小麦、玉米、早稻、中稻和一季晚稻、双季晚稻、大麦、

高粱、谷子、荞麦等禾本科和蓼科粮食作物；薯类只包括马铃薯、甘薯，木薯统计在其他农作物，芋头

等其他薯统计在其他蔬菜；豆类包括大豆、绿豆、红小豆、杂豆等。谷物产量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薯

类按鲜薯重量的 5∶1折算，豆类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 

油料产量  指全部油料作物的生产量。包括花生、油菜籽、芝麻、向日葵籽、胡麻籽(亚麻籽)和其

他油料。不包括大豆、木本油料和野生油料。花生以带壳干花生计算。 

棉花产量  按皮棉计算。3公斤籽棉折 1公斤皮棉。不包括木棉。 

糖料产量  指甘蔗和甜菜生产量的合计。甘蔗以蔗杆计算，甜菜以块根计算。 

园林水果产量  指本年度内在专业性果园、林地及零星种植果树（藤）上生产的水果产量。包括苹

果、梨、柑桔类、热带及亚热带水果和其他园林水果如桃、葡萄、红枣等，不包括采集的野生水果。按

实收的鲜果计算产量。经脱水、晾干等处理的干果，如干枣、葡萄干、柿饼、桔饼等一律折合成鲜果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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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总产量  指报告期内各种牲畜及家禽、兔等动物肉产量总计。猪、牛、羊、马、驴、骡、骆驼

肉产量按去掉头蹄下水后带骨肉的胴体重量计算,兔禽肉产量按屠宰后去毛和内脏后的重量计算。猪牛羊

禽四个品种肉产量由主要畜禽监测抽样调查获得，马、驴、骡、骆驼、兔肉产量由全面统计获得，其他

特种养殖肉产量可用住户调查资料推算获得。 

猪肉产量  指报告期内出栏肥猪头数折算出的鲜、冷鲜、冷冻猪肉总量，按胴体重计算。 

牛肉产量  指报告期内出栏肉牛头数折算出的鲜、冷鲜、冷冻牛肉产量，按胴体重计算。 

羊肉产量  指报告期内出栏肥羊头数折算出的鲜、冷鲜、冷冻羊肉产量，按胴体重计算。 

禽肉产量  指报告期内出栏肉用家禽产出的禽肉总量。 

禽蛋产量  指报告期内饲养的蛋用家禽生产的禽蛋总重量。包括出售的和农民自产自用的部分。品

种主要为鸡鸭鹅。 

奶类产量  指全社会产量，包括出售给国家部分，农贸市场交易部分和农牧民自食部分。不包括牛

犊和乳羊直接吮食部分。 

蔬菜产量  指各种蔬菜包括菜用瓜、茭白、芋头、生姜等在内的产量。 

水产品产量  指渔业(捕捞和养殖)生产活动的最终有效成果。包括全部海水和淡水鱼类、甲壳类(虾、

蟹)、贝类、头足类、藻类和其他类渔业产品的最终产量。不包括渔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成果，如鱼苗、

鱼种、亲鱼、转塘鱼、存塘鱼和自用作饵料的产品等。水产品在上岸前已经腐烂变质，不能供人食用或

加工成其他制品的，不统计在水产品产量中。 

“两品一标”农产品  指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同一农产

品被认定为不同“两品一标”产品的，不重复统计。 

“两品一标”农产品基地面积  指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种养“两品一标”农产品的实际占地（水面）

面积，包括种养实际占地面积及为种养“两品一标”农产品提供生产服务的非生产设施占地面积。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

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指以农产品及其附产品为原料进行工业加工的企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业总产

值为工业统计报表中制造业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共 6项）产值，数据取自统计局

工业统计报表﹝参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注意： 

（1）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不包含纺织业、服装业产值；  

（2）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不考虑价格因素，即按现价计算。 

公路里程  指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达到《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2003》规定的技术等级的公路，

并经公路主管部门正式验收交付使用的公路里程数。包括大、中城市的郊区公路，以及公路通过小城镇

（指县城、集镇）街道的公路里程和公路桥梁长度、隧道长度、渡口的宽度以及分期修建的公路已验收

交付使用的里程。不包括大、中城市的街道、厂矿、林区生产用道和农业生产用道路的里程。两条或多

条公路共同经由同一路段，只计算一次，不得重复计算里程长度。按公路技术等级分为等级公路和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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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其中等级公路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固定电话用户  指在电信运营企业营业网点办理开户登记手续并已接入固定电话网上的全部电话用

户。包括普通电话用户、公用电话用户、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N-ISDN）用户、智能网专用接入终端用

户等。 

移动电话用户  指通过移动电话交换机进入移动电话网、占有移动电话号码的电话用户。用户数量

以报告期末在移动电话营业部门实际办理登记手续进入移动电话网的户数进行计算，一部移动电话统计

为一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指报告期末在电信运营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XDSL、FTTX+LAN、WLAN 等方式

接入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主要包括 XDSL用户、LAN专线用户、LAN 终端用户及无线接入用户。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

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

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限额标准为：（1）批发业(包括外贸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

以上（包括 2000 万元，下同）；（2）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3）住宿业和餐饮业：

年营业总收入 200 万元以上。 

亿元及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指年成交额在亿元及以上的商品交易市场。 

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又称出口贸易额或出口总值，是以货币表示的一定时期内本地区向国外出口的

商品的总金额。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  指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的实际执行数，外国投资者根据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

合同（章程）的规定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额内外国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自有资金实际直接向

企业提供的货款。 

固定资产投资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

费用的总称。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投

资 500万元及 500 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括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

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不含农户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  指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法人单位统一开发的包括统代建、拆迁还建的

住宅、厂房、仓库、饭店、宾馆、度假村、写字楼、办公楼等房屋建筑物，配套的服务设施，土地开发

工程（如道路、给水、排水、供电、供热、通讯、平整场地等基础设施工程）和土地购置的投资；不包

括单纯的土地开发和交易活动。 

普通中学  指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包括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校（县）  指经过县及县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适龄儿童为主，实施小学教学计划的学校。

不包括含有小学阶段教学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  指在普通中学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师，不包括兼职教师和

临时代课教师。普通中学教师包含初中和高中教师，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负责初中和高

中阶段教学的老师，不能准确划分的可按初中和高中学生占比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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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专任教师  指在小学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师，不包括兼职教师和临时代课

教师以及管理、后勤人员。小学专任教师包含小学教师，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负责小学

阶段教学的教师，不能准确划分的可按小学生占比推算。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指学年开学后，在普通中学学习具有学籍的学生，包括留级生，不包括复读生

和补习生。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包含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初中和高中

阶段的在校学生。 

小学在校学生  指学年开学后，在小学学习具有学籍的学生，包括留级生，不包括复读生和补习生。

小学在校学生包含小学的学生、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阶段的在校学生。 

全年专利授权  指报告年度由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向调查单位授予的专利权。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指公共图书馆已编目的古籍、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合订本、小册子、手稿、

以及缩微制品、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听视文献资料数量总和。公共图书馆是指文化部门主办的面向

社会服务的图书馆，不包括教育、科研、厂矿企业等举办的图书馆以及文化馆（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

文化站内设的图书室。 

剧场、影剧院  指独立核算的专用剧场和属文化部门主管的能演出戏剧的影剧院、兼映电影的剧场，

以及附属在剧院、团公开营业的非独立核算的剧场、排演场个数。不包括只能放映电影的电影院。 

体育场馆  指为训练、竞赛、健身提供服务的，以面向社会公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经各级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机构，包括体育场和体育馆。体育场指有 400 米跑道（中心含足球场），有固定道牙，

跑道 6条以上并有固定看台的室外田径场地。体育馆指有固定看台，可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

体操等项目训练比赛活动用的室内运动场地。包括学校或企事业单位的对外开放的各类体育场馆，但不

包括体育健身广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指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年底的固定实有床位（非编制床位），包括正规床、

简易床、监护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

产床、库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卫生技术人员  包括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检验技师（士）、影像技师、

卫生监督员和见习医（药、护、技）师（士）等卫生专业人员。不包括从事管理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如

院长、副院长、党委书记等)。 

执业（助理）医师  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医师是指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别”

为“执业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医师。执业助

理医师是指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别”为“执业助理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

员，不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得到的可支配收入按照居民家庭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

可支配收入指调查户在调查期内获得的、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调查户可以用来自由支

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项，分别为：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可支配收入 = 工资性收入 + 经营净收入 + 财产净收入 + 转移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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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经营净收入 = 经营收入 – 经营费用 –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 生产税 

财产净收入 = 财产性收入 – 财产性支出 

转移净收入 = 转移性收入 – 转移性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指农村住户在调查期内发生的消费支出按照居民家庭人口平均的消费水

平。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指住户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包括用于消费品的支出和用

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根据用途不同，消费支出可划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

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根据来源不同，消费支出可划分为现金消

费支出、实物消费支出（含自产自用、来自单位、来自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 

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指农村住户用于主食、副食、其他食品、烟酒和在外饮食支出。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指农村住户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包括教育文化娱乐用品支

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包括：1.养老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社会福利院、其他各类养老机

构）、2.精神疾病服务机构（社会福利医院）、3.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4.其他提供住宿机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其他提供住宿机构）。 

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床位数  指提供住宿民政服务机构报告期末床位的实际收留抚养能力。对

于炕、通铺，以正常可容纳人员数量折算床位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并在社保经办机构已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

职工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不包括只登记未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并

已建立缴费记录以及制度实施当年已经年满 60 周岁并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的人数（不包括已经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人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人员的合计。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由医疗保障部门管理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人数。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

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地方政府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的人数。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指在报告期末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城镇居民，并已发放补助经费的人数。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指报告期末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得到当地政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农业人口家庭人数。 

森林面积  指郁闭度 0.2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积、农田

林网以及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盖面积。 

自然保护区面积  指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一定面积的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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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体划分出来，并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而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根据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分

为自然生态系统类、野生生物类、自然遗迹类。不包括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 

污水处理率  指报告期内污水处理总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率。计算公式：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

总量/污水排放总量×100%。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指报告期内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率。计算公

式：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污水排放总量×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报告期内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计算公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产生量×100%。在统计时，由于生活垃圾产生

量不易取得，可用清运量代替。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之比，一般用百分数表示。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量占畜禽粪污总量之比，一般用百分数表示。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指在一次灌水期间被农作物利用的净水量与水源渠首处总引进水量的

比值。它是衡量灌区从水源引水到田间作物吸收利用水的过程中灌溉水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或称衡量农

业节水效果的关键指标。 

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指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中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教

师人数所占比例。 

涉农产业园区  指由省、市、县各级设立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农产品加工园、农业创业

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农业相关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指围绕当地农业主导产业或优势特色产

业，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开展“生产+加工+科技+营销”全产业链开发，实现绿色发展和产业深

度融合，经地方政府（部门）批准设立，地理界限明晰、地域范围合理、建设水平区域领先的现代高效

农业发展区。现代农业科技园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技术示范、成果转化、孵化培育、科技培训为主，起

到农业科技创新与示范、推广、农民培训、孵化企业等作用的园区。现代农业创业园指充分发挥政策和

资金的作用，积极吸引资金投资农业，引导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市场主体及大中专学生、退役军人、

返乡创业农民工、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群体入驻创业，提供优惠的土地、租税等创业扶持政策，共同建

设创业示范园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F%E7%A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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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料来源参照表 

（一）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指标名称 专业或主管部门 

行政区域面积 自然资源部门 

乡 民政部门 

镇 民政部门 

街道办事处 民政部门 

户籍户数 公安部门 

户籍人口 公安部门 

地区生产总值 核算 

第一产业增加值 核算 

第二产业增加值 核算 

第三产业增加值 核算 

其中：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核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财政部门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财政部门 

其中：教育支出  财政部门 

科学技术支出 财政部门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财政部门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财政部门 

卫生健康支出 财政部门 

农林水支出 财政部门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人民银行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人民银行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人民银行 

耕地面积 自然资源部门 

耕地灌溉面积 水利部门 

高标准农田面积 农业农村部门 

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业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农业 

  其中：稻谷 农业 

        小麦 农业 

        玉米 农业 

        大豆 农业 



县域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 

 

— 16 — 

指标名称 专业或主管部门 

油料播种面积 农业 

棉花播种面积 农业 

糖料播种面积 农业 

蔬菜播种面积 农业 

粮食总产量 农业 

  其中：稻谷 农业 

        小麦 农业 

        玉米 农业 

        大豆 农业 

油料产量 农业 

棉花产量 农业 

糖料产量 农业 

园林水果产量 农业 

肉类总产量 农业 

  其中：猪肉 农业 

牛肉 农业 

羊肉 农业 

禽肉 农业 

禽蛋产量 农业 

奶类产量 农业 

蔬菜产量 农业 

水产品产量 农业农村部门 

“两品一标”农产品 农业农村部门 

“两品一标”农产品基地面积 农业农村部门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工业 

  其中：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工业 

公路里程 交通部门 

固定电话用户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移动电话用户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贸易外经 

  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贸易外经 

出口总额 贸易外经 

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 投资 

普通中学 教育部门 

小学校 教育部门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 教育部门 

小学专任教师 教育部门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 教育部门 

小学在校学生 教育部门 

全年专利授权 知识产权局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文化和旅游部门 

剧场、影剧院 文化和旅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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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专业或主管部门 

体育场馆 体育部门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卫健部门 

卫生技术人员 卫健部门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卫健部门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住户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住户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住户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住户 

  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住户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住户 

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 民政部门 

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床位数 民政部门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医疗保障部门 

  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医疗保障部门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民政部门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民政部门 

森林面积 自然资源部门 

自然保护区面积 自然资源部门 

污水处理率 住建部门 

其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住建部门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住建部门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林业部门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生态环境部门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水利部门 

农村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教育部门 

涉农产业园区 农业农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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